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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能有这么多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首先得益于江津
本身拥有古老的建城史！”江
津区文管所所长张亮说，古人
逐水而居，江津位于长江岸
边，辖区长江干流达127公里，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类
居住，建县历史已有1800多
年，定名江津已有1500多年。

在江津长江左右两岸，还
有綦江河、笋溪河、塘河、津璧
河、驴溪河等35条大小支流，
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水网体
系。这些水网体系不仅为沿
岸城镇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
了优越的水源、肥沃的土地，
也为江津连接长江沿线城市
及周边贵州、四川等地区提供
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加上江津位居重庆长江上
游不远，也使江津成为重庆天然
的门户。得江河之利、傍都市之
便、获人旺之力、用地沃之丰，江
津自古就是川东重镇，千帆汇
集，商肆林立，两岸风光旖旎，文
人墨客、商贾走卒往来于此，早
早就在长江干流及支流沿线形
成了自己的城镇体系，留下了大
量的历史文化遗存。

数据表明，目前江津区登
记不可移动文物834处，其中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
处，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1处，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60处；登记国有可移动文
物32586件，馆藏上级珍贵文
物454件。

据江津区文化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江津区除拥
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外，还
有1个全国文化教育特色小镇
——白沙镇，1个重庆市历史文
化名镇——四面山镇双凤场，1
个重庆市历史文化街区——支
坪镇真武场，2个重庆市历史文
化名村——塘河镇石龙门村和
硐寨村，5个中国传统村落——
吴滩镇邢家村、白沙镇宝珠
村、塘河镇石龙村和硐寨村、
中山镇鱼湾村。

江津悠久的历史积淀还
孕育了丰富的人文资源，形成
名人文化、爱情文化、长寿文
化、古镇文化、楹联文化、抗战
文化六大特色文化名片，是重
庆市历史文化资源最丰富的
区县之一。

江津有这么多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它们有着怎样的价
值？将如何用好它们的价值？

“每个古镇都有它独特的
价值！”张亮说。中山古镇位
于渝川黔三省市生态旅游金
三角的核心区域，境内有建镇
历史868年西南地区保存最
完好的明清商业老街，集商
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文
化于一身，有享誉全国的“爱
情天梯”。

白沙古镇是水驿文化的
突出代表，江津传统文化的一
棵“大树”，体量最大，资源最
完整。白沙古镇倚江而建，因
水而兴，凭借长江黄金水道，
明清时期成为川东、川南的水
路要津和川黔滇驿道上的重
要集镇。清代中期，工商业繁
盛，是川盐、川酒的重要生产
基地和物质集散枢纽。民国
初年，白沙集水运联通之利，
得商贾云集之富，成为四川四
大经济重镇之一。抗战时期
聚集了国民政府审计部、国立
中央图书馆、川东师范、新运
纺织厂等大批文化机构、学校
和工矿企业，人文荟萃，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白沙抗战文
化。历经千年风雨，白沙镇至
今保留着明清时代和民国时
期的建筑风貌,形成了规模最

大的巴渝山地民居建筑群，古
镇有老街老巷65条，保存完
好的有38条约8.5公里，文物
保护点达111处，保存有宋代
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文
化遗存，被称为“老重庆”的城
市缩影。

塘河古镇紧邻白沙古镇，
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川南黔北的
重要物资集散地，加上塘河周
边一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
解放前就有各地方大姓均在此
建有宗祠、庄园。由此形成了
蔚为壮观的庄园文化、宗祠文
化，是农耕文化的突出代表。
该镇有重庆市保护最完好的客
家祠堂——廷重祠，有重庆市
最大的地主庄园——石龙门庄
园，有封建社会时曾广为宣扬
的二十四孝之一——“安安送
米”故事的发生地，有感天动地
的3211钻井队塘河一号井的
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有千百
年来形成的独特而厚重的民俗
风情——塘河婚俗。

吴滩镇是共和国开国元
勋聂荣臻元帅的诞生地，境内
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聂
荣臻元帅故居，聂帅启蒙学校
——插旗寺小学，保存有
1216米长的历史文化街区及
聂氏染坊、陈家祠堂、田家祠
堂、杨氏洋房、荣禄医社、中兴

桥楼等一大批优秀历史建筑，
具有鲜明的革命文化、红色文
化特色。

石蟆古镇紧邻四川合江，
拥有长江水道38.8公里，巴蜀
文化在此交汇，移民文化在此
进行本土化。镇内拥有建于
元代并保存完好的传统街区
5处，西南地区保存最完好的
建筑文物之一清源宫、重庆日
报创始人卞小吾故居、张氏
祠、刘氏祠等文物古迹40余
处，拥有古橄榄、古香樟、古龙
眼树群3处，还有长江入渝第
一生态人居岛——中坝岛。

这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传承了数百年至1000多年
不等，不仅印刻着江津城镇的
历史脉络和人文气息，也是反
映川渝黔交界地带文化交流
与经济往来的“活化石”。

碰巧的是，白沙古镇、
塘河古镇、石蟆古镇均处于
重庆三环高速，吴滩古镇、
中山古镇处于新建“合璧津
高速”及延伸线，因此依托
四面山高速公路，可形成白
沙—塘河—石蟆—吴滩—
中山旅游线路。江津区文
化馆副研究馆员邓正益认
为，今后，这 5 个古镇将可
连成一条不可多得的精品
古镇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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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联手打造精品文旅IP

白沙镇将结合自身的历史文
化旅游资源和近年发展实际，今
年起全面实施“酒城、文博城、影
视城”三城同建工作，使之成为白
沙产城融合、文旅融合、城乡统筹
发展的新路径、新抓手。

在“文博城”建设方面，将深
入挖掘白沙教育文化、抗战文化、
建筑文化、影视文化、民俗文化等
文化资源，重点打造聚奎书院、糖
厂影视基地和新运纺织厂三大片
区博物馆聚落，同时结合19处抗
战文化遗址梳理古镇核心游览
带，在3个片区分类打造20个展
馆，展陈15万件文物，形成国家
４A级旅游风景区及“一带·三景
区·十九旧址·二十展馆”的总体
布局，打造成为全国一流的文博
研教、实习、文物保护利用的文物
博览城。

在“影视城”建设方面，将充
分发挥白沙影视基地积聚优势，
培育和发展包括影视培训教育、

影视拍摄制作、道具生产租赁等
在内的影视全产业链条，预计今
年内举办首届中国（白沙）影视工
业电影周，打造一个集智慧型、科
技型、创新型为一体，依托大数
据、具备互联网思维的重庆影视
城（江津白沙）。

在“酒城”建设方面，将发挥
“江小白”品牌引领作用，重点推
进“江小白酒业集中产业园”、“江
小白高粱产业园”、“江小白村”等
项目建设，预计用3年至 5年时
间，打造一座集文化底蕴、旅游体
验、经济效益于一体的魅力酒城。

中山古镇自获评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以来，当地政府按照“修旧
如旧”的原则，累计投入3亿多元，
对爱情天梯、四面山少林寺景区
进行提档升级，加强古镇排污、消
防、水电等公共设施建设，完成老
街民居风貌及周边环境整治，新
增了楹联长廊、商德文化长廊、中
山竹径等新设施，既保护了传统，
又注重了现代人的生活和古镇的
发展，成为游客关注度很高的旅
游重镇。

下一步，中山古镇将继续延
续“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文化保护
和传承，以“文化保护”为基本，以

“文化活动”为途径，持续做好“自
然与人文、保护与开发、建设与管
理、资源与发展、名气与致富”五
篇文章。

抓好项目拉动。重点打赢以
大圆洞情感文化度假区、福寿岩
水库（爱情海）、古镇民宿及博物
馆、古庄园保护及利用、楠木坪生
态旅游项目、旅游道路景观提升、
盘活“同心坊”及中山古镇创4A
级景区等八大重点项目，夯实历

史文化名镇保护基础。
打造精美景区。充分利用历

史文化名镇资源，持续挖掘商德、
爱情、红色、禅宗、庄园文化，持续
加强中山古镇、爱情天梯、四面山
少林寺景区管理及配套服务设施
建设，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加强文物保护。继续加强对
清溪龙洞题名等4个区级文物保
护点和127处镇级文物保护点的

保护，加快推进双峰寺老庙修缮工
程，恢复打造剃头铺、老店铺、老酒
坊等古镇“七十二行”民俗文化。

狠抓文化特色。突出特色文
化产业发展，升级打造烟熏豆腐、
石板糍粑、龙洞咂酒等特色文化
产品。办好四面山少林寺庙会、
第十二届东方爱情节以及第十五
届“千米长宴”民俗文化节等节庆
活动，点亮中山名片。

中山古镇
恢复打造“七十二行”民俗文化

塘河古镇近年受到众多国内
影视剧组的青睐，《红色记忆》、
《雾都》等近100部影视作品在塘
河拍摄。下一步，该镇将以“沉浸
式”体验庄园与婚庆小镇为重点，
持续加强古镇保护利用。

打造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积极争取各方资金，对塘河古镇
进行保护利用，建设内容包括保

护修缮古镇老街区、石龙门庄园
的古建筑，把古镇打造为影视拍
摄基地、摄影基地、美术写生基
地、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把石龙
门庄园打造为“沉浸体验式”庄
园，把古镇、石龙门庄园打造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

打造知名婚庆小镇。以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塘河古镇为平台，

以重庆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塘河婚俗”为主题，在古镇协调
区麻园和水井湾片区建设塘河婚
俗主题景区，打造国内知名的婚
庆小镇。

另外，将拓展古镇建成区“仁
巷子街”，开发水上旅游项目，建
设硐寨村特色民宿建设项目，实
施滚子坪景区整体开发等。

石蟆镇是江津最
大的农业镇，素有“江
津粮仓”、“橄榄之乡”
之称，粮食产量占江
津区十分之一，橄榄
种植面积达7万亩。

近年来，该镇交
替举办“橄榄文化
节”和“清源宫庙会
文化节”，均取得良

好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至今已初步形
成“一岛”（长江入渝
第一岛中坝岛）、“一
庙”（清源宫）、“四
园”（橄榄园、荔园、
竹园、香蕉园）乡村
旅游格局，全年吸引
游客50万人次以上。

下一步，将完善

古镇保护规划，加强
对古镇形态资源的
保护利用，加强对古
镇文脉资源的传承
发展，全力讲好古镇
故事，还原古镇风
貌，发出古镇声音，
延续古镇文化，打造
美丽乡村休闲体验
旅游目的地。

石蟆古镇
已初步形成“一岛一庙四园”乡村旅游格局

白沙古镇
“酒城、文博城、影视城”三城同建

吴滩古镇当前最紧要的工作
就是积极争取项目和资金、加大财
政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大力实施
保护性修缮。一是许多的传统建
筑大多破烂不堪或垮塌或即将垮
塌，需要及时维修；二是对具有重
要历史意义的房屋（如冲口私塾、
聂氏染坊等）和优秀历史建筑（如
田家祠堂、陈家祠堂、万寿宫、荣
禄医社、中兴桥楼、食品站土楼、杨
氏洋房等）政府进行回购征收、修
缮；三是大体量的古建筑群（如吴
滩老街）的市政设施（消防、雨污管
网、饮用水、强弱电等下地）需要改
造；四是通过财政资金的补贴，引
导原住居民回迁，增强老百姓的保
护意识，共同建设打造古镇。

与此同时，该镇将树立全镇
发展“一盘棋”思想，把古镇保护工

作与聂荣臻元帅故里创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结合起来，与建设国家
蔬菜种植标准化示范区项目、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结合起来，以“一
红”、“一绿”、“一古”为主题，打造

“三色”吴滩。

吴滩古镇
打造“一红”“一绿”“一古”“三色”古镇

聂荣臻元帅故居雪景

塘河古镇
打造“沉浸式”体验庄园与婚庆小镇

按照江津区文旅委的计划，他们将搭
建融资平台，拓展社会融资渠道，向社会
公开优选创意策划，加强统筹、避免同质，
通过差异化发展打造历史名镇文旅精品
IP，形成“白沙—塘河—石蟆—吴滩—中
山”精品古镇旅游线路，让古镇历史资源
得到更好的活化保护和利用。

各古镇将如何找准定位、差异发展？
3月7日，各镇相关负责人初步提出了各
自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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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滩镇倒石桥吴滩镇倒石桥 人文丰厚的白沙古镇人文丰厚的白沙古镇

石蟆镇猴王献艺石蟆镇猴王献艺 摄摄//张新旗张新旗

石蟆镇清源宫庙会石蟆镇清源宫庙会

塘河古镇全景塘河古镇全景

塘河石龙门庄园塘河石龙门庄园

中山古镇全貌中山古镇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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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能产生这么多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还得益于江津
完整系统的保护体系。

据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津拥
有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遗产，
跟历届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
密不可分。近年来，区委区政
府坚持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
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之间的关系，不断完善体制机
制，在精心呵护历史文化资源
和推动资源盘活利用上互动
发展，使一个又一个古镇得到
及时的保护和发展。

首先，他们依托江津悠久
的历史积淀，以历史轴线为线
索，进一步梳理历史文化资
源，传承历史发展脉络、文化
底蕴和精神源泉，挖掘历史文
化资源潜力。除每年开展对
文物保护的巡查与认定工作，
还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
挖掘。通过开展历史文化街
区和历史建筑预备名录普查，
建立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预备名录，启动预保护机制，
在预保护一年有效期内，牵头
将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纳入
城乡规划管理，确保了建筑的

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不受损
坏，为充分挖掘历史文化潜在
价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实
施的过程中，他们遵循“保护
为主、抢救第一、科学管理、永
久保存、永续利用”的原则，在
保存历史文化名镇原有总体
布局、形式、风格特点前提下，
进行城镇总体规划和必要的
维修保护、改造，并针对具体
保护对象，设立保护机构，落
实人员职责，在古镇保护上还
与古镇民居及文物的使用单
位和个人签订责任书，形成领
导分片负责、层层到位、群众
积极参与的局面。

接下来，原规划部门开始
按照相关规定对这些历史文
化资源制定保护修缮规划，确
保其原有的总体布局、风格风
貌。目前，江津已完成白沙、
中山、塘河、吴滩4个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重庆市历史文化
名镇四面山镇双凤场和真武
历史文化街区以及塘河镇石
龙门村和侗寨村历史文化名
村保护规划的编制。

与此同时，该区还建立有
效存档制度，对历史文化资源
使用现状、权属变化、修缮保

护等情况等作出详细记载，为
今后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详
尽资料。

不仅如此，江津区还着眼
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资源进
行整合活化利用。一方面保
留原住民，体现原真性。该区
历史文化名镇、街区及传统风
貌区未对原住居民进行大规
模迁出，仍保留原有生活、生
产方式。另一方面创新引产
业，注入新魅力。目前，该区
已将会龙庄打造成重庆十大
文旅地标之一，为四面山旅游
景区开发注入文化魅力；将江
公享堂开辟成“文化大院”，成
为江津城区文化休闲活动的
重要场所；将张爷庙开辟为白
沙抗战展览馆，成为展示重庆
抗战文化的重要场所之一；将
国立党史编撰委员会开辟为市
民图书馆，满足市民阅读的需求
……一系列历史文化资源的利
用，有效激活了历史文化资源
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有效促进
了江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另
外，江津区正在申报重庆市第
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及江津中学
片区、三五三九厂片区传统风
貌区，拟建立更加有序的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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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正

式公布第七批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名单，江津

区吴滩镇和石蟆镇名

列其中。至此，江津已

有5个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数量位列全国区

县第一。

据了解，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是由国

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

局从 2003 年起共同

组织评选的，保存文物

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

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

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

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

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

和村。截至目前，全国

已采取不定期方式评

选和公布了 7 批共

271个“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

其中，江津区中山

镇于 2005 年获评第

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塘河镇于2007年

获评第三批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白沙镇于

2010 年获评第五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加上此次获评的吴滩

镇和石蟆镇，江津区入

围的名镇总数达到5

个，是全国获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数量最多的

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