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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地处大巴

山腹地、重庆市最北

端，境内最高海拔

2686 米 ，最 低 海 拔

481 米，属于典型的

高寒山区，素有“九

山半水半分田”之

说。

城口总体森林

覆盖率68.3%和县城

空气环境质量优良

天数长期保持重庆

市第一，是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国家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全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重点区域，拥有全

国首个“中国生态气

候明珠”、全国森林

旅游示范县荣誉称

号，是西部唯一“中

国老年人宜居宜游

县”。

“城口是重庆重

要的旅游资源大县，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

城口最大的潜力。”

城口县委主要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城

口县致力将旅游业

培育成为县域经济

的综合性战略支柱

产业。现在，中国大

巴山“心灵牧场·养

生天堂”深入人心，

消夏养生节、秋季彩

叶节成为城口的靓

丽名片。

亢谷漂流 摄/余文斌

巴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摄/包兵

黄安坝 摄/张昌军

农文旅融合
促进全域旅游大发展

城口 北屏空河北屏空河

资源富集
旅游休闲度假理想场所

城口处于秦岭以南、长江以北
的南北气候分界线上，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区，具有显著的山区立体气
候特征，年平均气温为13.9℃，最热
月7月平均气温为23.9℃，最冷月1
月平均气温为2.8℃，春季回暖较
快，夏季雨热同季，秋季天高露浓。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
足，湿度适中，风速较小，四季分
明，气候宜人。”城口县相关负责人
介绍，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使城口
形成了独特的天空颜色及云海、霞
光、曙暮光、彩虹、彩叶、烟雨、积
雪、冰凌、雾凇、雨凇等许多美丽的
气象景观，其中秋季彩叶和冬季冰
雪更具盛名。同时，城口生态旅游
资源丰富，境内有中国南方最大的
高山草场，有物种繁多的珍稀动植
物资源，有典型的高山湖泊群，有
富有激情的任河、前河漂流。“2013
年9月，城口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
为‘中国生态气候明珠’。”

逶迤连绵的巴山群峰，青翠茂
密的原始森林，纵横遍布的流泉飞
瀑，清新秀美的巴山春野，凉爽宜
人的巴山夏风，五彩缤纷的巴山秋
叶，苍茫无际的巴山冬雪，是旅游
者回归大自然、放牧心灵、休闲度
假的理想场所。

目前，这里绝大部分旅游资源
均处在未开发或初级开发阶段，且
保护较好，是“重庆旅游最后一块
净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极
大。

“城口红色历史文化也很深
厚。”城口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城口
是连接川陕渝三省市的革命老区，
拥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城口
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重庆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川陕苏区城口纪
念馆、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红
三十三军旧址，全县总共有31处典
型的红军革命遗址、旧址，红色旅
游发展潜力大。

此外，城口民俗文化悠久古
朴。城口秉承巴蜀文化传统，受三
秦文化、楚天文化熏陶，是一个巴

文化、巫文化、盐文化、药
文化等多元文

化荟萃之地。流传至今运用最多
的是山歌、民间故事、花鼓、狮子
舞、钱棍舞、彩船舞、锣鼓、孝歌等，
独特的民俗文化给城口带来一种
古朴神秘的色彩。

2012年，城口被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命名为“中国钱棍舞之乡”。
2014年，城口被命名为2014-2016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特色旅游
“一心两带多片”全域发展

5月17日，在第二届中国西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 城口县
人民政府与重庆海亚集团实业有
限公司(简称“海亚集团”) 正式签
约，海亚集团投资50亿元打造九重
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项目。

九重山最高海拔2471米，最低
海拔705米，是集自然景观和民风
民俗等为一体的山岳型自然风景
区，由九重山、卧龙草场和四十八
个青草塘三大景区组成，森林覆盖
率达85%，境内现已知的野生动物
248种、野生植物566种。

据介绍，该项目将打造国家5A
级旅游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
区、国家级旅游扶贫实验区、大巴
山生态旅游首选地。

“打造‘一心两带多片’特色旅
游产品。”城口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发展全域旅游，以县城为核心，挖
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秦巴文化、民
俗文化等多元文化，依托红军小镇
完善县城旅游集散中心功能，依托
土城老街、滨江公园布局城市休闲
街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大巴山特
色生态城；以亢谷为核心，结合“旅
游+康养”业态创新，以“巴山原乡”
为主题，以亢家寨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和亢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
设为主要抓手，打造东北部“巴山
原乡”人文、康养特色旅游带；以九
重山为核心，打响九重山、巴山湖
两块国家级牌子，以加快九重山国
家5A级景区创建为重点，打造西
南部“天地九重”山水、体验特色旅
游带；以乡村旅游为核心，积极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多片发展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
片区，构建旅游目的地支撑体系。

城口县东安镇兴田村亢谷地
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但这里自
然生态环境优越，森林覆盖率高达
91.8%，海拔在1200—2300米之

间，立体型气候明显，常年平
均气温约 12℃，平均湿度
85%左右，宜居宜游。

2012年，城口县在
兴田村启动了亢谷国
家4A级旅游景区建
设，逐步布局休闲、
观光、游乐设施，
2016年亢谷景区
成功创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以
亢谷景区为依托，
凭借夏季的凉爽、
秋季的彩叶和冬季
的雪景，东安镇在

兴田村发展起了乡
村旅游。2018年，兴

田村接待游客逾60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50余万元。
全市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重

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
重山国家森林公园、重庆城口巴山

湖国家湿地公园、重庆清凉胜地黄
安坝、中国亢谷、九重花岭、夜雨
湖、秋池…….近年来，城口县打造
了一大批生态旅游景区，成功创建
部级美丽乡村2个，中国最美休闲
乡村2个，特色民居村1个；并围绕
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避暑纳凉、秋
季农事彩叶和冬季民俗年节，打造
出4条休闲农业精品景点线路。

九重山、黄安坝先后被列为
“重庆最美的森林”“重庆最美的草
地”，亢谷被评为“魅力乡村旅游目
的地”， 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
公园、红军战场遗址被列入重庆重
点建设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城
口荣获“亚洲金旅奖·大中华区最
佳绿色生态旅游名县”称号。

住得舒适
建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

随着盛夏的到来，厚坪乡龙盘
村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也将建成
投用。这是城口县按照“统一规
划、统一征地、统一风貌、统一监
管、统一基础设施”、“分户建设”的

“五统一分”工作模式聚力打造的
大巴山森林人家（乡村旅游）集群
建设模板。

9年前，城口旅游市场接待能
力基本为零。2011年，县政府出台
《关于推进“大巴山森林人家”建设
工作的实施意见》 把提升大巴山
森林人家（农家乐）数量作为当时
旅游发展的最大任务，制定发展目
标、颁布管理办法，提供多种政策
支持，极大的调动了群众的积极
性。到2016年，全县大巴山森林人
家发展到1200家，初步满足了乡村
旅游接待的需要。

“引导集群发展，推动乡村旅
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口县相
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城口县因
时制宜确定了“重点景区+乡村旅
游集群片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思
路，成立了1000万元融资担保基
金，全力引导政策性投资、社会资
本、银行资本向大巴山森林人家
（乡村旅游）集群片区聚集，力争到
2020年在全县范围内高标准建成
5-8个大巴山森林人家（乡村旅游）
集群片区。“逐步构建业态丰富、各
具特色、差异互补的全域旅游发展
格局。”

10多个部门，历经近二十天时
间摸底调查，按照“交通便捷、用地
充分、山水灵动、气候适宜”的原
则， 形成了内容详实的调研报
告，创新提出了“景区带动类”“农
业观光类”“农趣体验类”“民俗文
化类”“农家生活类”“休闲度假类”

“滨水活动类”“森林康养类”“避暑
纳凉类”等多种类型的大巴山森林
人家（乡村旅游）集群片区进行差
异性布局。

据介绍，河鱼两扇门集群片区
主要采用当地的毛石、夯土和玻璃
为建材，组合形成几何状的建筑形
态；双河天星集群片区采用川东民
居建筑风格，选用当地木质和毛石
为主要建材，每家每户设独立院
落，采用退台式布局形成建筑组
团；沿河迎红集群片区运用本地的
土墙、竹墙、木板房、石板房、小青
瓦和茅草元素，将当地竹元素融入
到建筑和食材当中，打造竹主题特
色村等。

截止2018年底，厚坪龙盘、岚
天岚溪、巴山坪上3个大巴山森林

人家（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已初具
雏形，全县大巴山森林人家达1500
余家，接待床位2万余张，带动了
7000余户贫困户（15000余贫困人
口）通过务工、就地农产品销售等
方式实现增收致富。2019年还将
启动河鱼两扇门、周溪九龙坪、双
河天星三个大巴山森林人家（乡村
旅游）集群片区的实质性建设。

挖掘潜力
农文旅融合延伸附加值

去年8月，城口县河鱼乡平溪
村游客中心上演了一台城口县首
台实景剧《山恋·河鱼》。该剧借河
鱼乡流传的“金牛与如玉”爱情故
事为原型创作而成，展示了河鱼乡
的农耕文化与乡土人情，同时表达
了河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
向往。

“山清水秀的避暑纳凉地变得
也有了文化味。”近年来，河鱼乡围
绕绿色有机农业挖掘农耕文化，建
设传统榨油坊、农事体验场、传统
农具展示厅，成功打造3A级农耕
文化体验园景区，连续四届举办农
耕文化旅游节庆。“通过挖掘提炼，
促进了文化旅游紧密结合。”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城口最大
的潜力。去年以来，城口县深挖大
巴山文化，发挥大巴山传统民风民
情民俗独特魅力，利用好土法造
纸、山神漆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强景区文化植入和业态布局，深
度挖掘传统建筑、服饰、礼仪、原始
崇拜等魅力，充分展现大巴山的地
理风貌、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特色，
培育大巴山文化品牌；同时注重本
土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提升，提升三
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价值链，促进大
巴山文化与农旅、农商深度融合；
并围绕红军精神挖掘红色资源，策
划包装红色创作主题，传承弘扬优
秀革命历史，持续挖掘红色文化；
用好用活生态资源优势，开发生态
文化、竹木文化、茶文化、湿地文化
产品以及创意农业、创意园林等绿
色景观，打造摄影、影视、文学、写
生取材地，积极培育生态文化。

高观镇的山上有成片的竹林，
河里有星罗棋布的石头。过去，竹
林和石头没怎么利用。去年，高观
镇成立了半山工艺扶贫车间，通过
设计研发，把石头、竹子做成了手
工艺品。贫困户李书福现在每月
可实现稳定增收3000元左右。他
说，没想到石头沾上文化也能变成
钱。

“既抓文创产品研发，又培育
特色旅游农副产品。”城口县农委
负责人介绍，城口拥有城口老腊
肉、城口山地鸡、鸡鸣茶、山神漆
器、核桃、野生山核桃油、板栗、中
药材、野生菌类、蜂蜜、猕猴桃、海
百合化石（4.3亿年前的海洋古生物
化石）等一系列特色旅游商品。“城
口还是‘中国核桃之乡’和‘中国板
栗之乡’。”

截止目前“三品一标”有效认证
71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产品认证
49个，产地认定34个，绿色食品6
个，有机食品1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5个，50多种农产品通过有机认证，
极大的延伸了旅游产业附加值。

刘茂娇 刘钦
图片除署名外由城口县文化

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提供亢谷巴渝民宿亢谷巴渝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