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隆不是让人只来一次的地
方，而是值得来一千次的地方！”许秉
宽这样说，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20年，他来武隆旅游143次，踏
遍了武隆的山山水水，见证了武隆旅
游的发展与崛起。

许秉宽，57岁，北京人。喜爱旅
游的他，对乌江画廊心驰神往。1999
年，许秉宽从涪陵乘车，首度前往武
隆。沿途，壮美的峡谷山川，深深折
服了这位见惯美景的旅游达人。首
次登临仙女山，正遇下雨。在仙女山

大草原，许秉宽沉醉在“东边日出西
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意境中，久
久不能自拔。

这次旅游，许秉宽在武隆待了一
个月。回京后，他便制订了一份“长游
计划”——每年3月底至5月初，10月
底至12月初，必须到武隆住段时间。

每年多次往返武隆，从不同的
季节，不同的角度，审视不同的景
致，结交不同的朋友。从旅游线路，
到特色美食，再到酒店住宿，许秉宽
逐渐做到了如指掌。芙蓉洞、仙女

山、白马山、天生三桥等热门景区自
不必多言，石桥湖、朱子溪、后坪等尚
未开发的区域，他也多有涉足。对于
武隆美食，许秉宽更是津津乐道。每
过羊角镇，他都会买上一袋羊角豆
干。他甚至计划将武隆的竹笋搬到
北京去卖。

20年，许秉宽几乎走遍了武隆的
每一处角落。最多的一月，跑了武隆
5次；最多的一年，跑了武隆17次。
他自信地说“好多武隆人没有我了解
武隆！”

有人不解许秉宽对武隆的痴
迷。“一个地方为什么值得去那么多
次？”面对这样的问题，许秉宽答曰

“去美丽之地，是人生修行。尝尽人
生百味，学会包容与信任。我乐此不
疲！”

除了自己常去武隆，许秉宽还自
制了武隆旅游路线图，向身边的亲友
大力推荐武隆。粗略统计，这些年来
已有超过3000人次，在许秉宽的引
导下前往武隆。其中最多者，也已到
过武隆18次。

“铁粉”游武隆143次

2007年6月27日值得武隆人铭
记。当日，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项目获全票通过，武隆喀斯特与云南
石林、贵州荔波喀斯特一起，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

此前，大足石刻是我市仅有的一
处世遗，且是文化遗产。而武隆所跻
身的，则是以申报条件苛刻、难度极
大著称的世界自然遗产。彼时，我国
共有世遗36处。其中，包括“中国南
方喀斯特”在内，世界自然遗产仅6
处。

从2004年2月递交申请到申遗
成功，武隆仅用了三年多时间。在当
时所有申报世遗项目中耗时最短。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桑塞尔博士
感慨，这种速度“前所未有”。

“武隆申遗差点胎死腹中！”武隆
“荣誉市民”刁鸣生回忆，武隆申遗
“惊心动魄”。

2007年5月，世界自然联盟专家
组评审武隆申遗报告时，由于多数专
家未亲临武隆，缺乏对武隆喀斯特的
直观认识，以“科学价值研究还不够”
为由，在评估草案中，给予了否定结
论。此时，离第31届世遗大会仅剩月

余。武隆喀斯特申遗，无异于被宣判
“死刑”。

刁鸣生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参赞，
负责联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工
作。他带着武隆实景图像资料，挨个
拜访联合国 21 成员国中的部分代
表。经过积极争取，这些国家代表直
接将被专家组否定的武隆申遗项目
带进了会场。

“否定专家组意见，是历届世遗
大会唯一一次破例！”刁鸣生说，大会
播放了武隆实景图像资料后，参会的
600多名代表深为武隆美景震撼。最
终，“中国南方喀斯特”无一票反对，
成功跻身世遗名录。

全票晋级世遗名录，凸显着武隆
绝佳的自然资源禀赋。

武隆集大娄山脉之雄，武陵风光
之秀，乌江画廊之幽，被誉为“世界喀
斯特生态博物馆”。是同时拥有“世
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名号的旅游目的地。
峡谷、天坑、地缝、天生桥、竖井、洞
穴、伏流、高山草甸等多种喀斯特特
征组成的地质、地貌演化“时空隧
道”，展现了地球近260万年发育演化
的伟大杰作。

她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生桥群“天
生三桥”，峡谷地质奇观龙水峡地缝，
世界首例冲蚀型天坑群后坪天坑群，
亚洲最深的天星竖井群，“洞穴科学

博物馆”芙蓉洞，水上喀斯特原始森
林芙蓉江，“南国第一高山草甸”仙女
山，山水画廊乌江……

正如所言：“武隆，千看不厌！”

绝处逢生跻身世遗名录

15年成就国际户外顶级赛事

从2003年迄今，武隆已连续成
功举办15届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
赛，先后吸引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余支运动队参赛。这一赛事，已
成为国际山地户外运动A级赛事，被
国家体育总局誉为“中国户外运动的
鲜艳旗帜”。

武隆山地型立体气候明显，融山、
水、林、泉、洞、峡于一体，集雄、奇、险、
绝、秀、幽于一身，境内景区多达260
余处。

武隆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
如同一条项链，串起了包括仙女山、
白马山在内的多个著名旅游景区，充
分体现了“健康中国、山水重庆、美丽
武隆”的主题。

去年，武隆提出“深耕仙女山、错
位拓展白马山、以点带面发展乡村旅
游”的旅游发展总体思路，确立了仙
女山、白马山的旅游发展引领地位。

仙女山是武隆开发较早，影响力
最大的景区之一。以独具特色的南
方高山草原，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
青幽秀美的丛林碧野景观，被誉为

“南国第一牧原”和“东方瑞士”，跻身
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该旅游度
假区将力争到2020年，建成国际知
名旅游度假区。

白马山旅游资源不逊前者。2016
年，武隆按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
5A级景区标准，坚持“生态、文化、
休闲、养生、科普”五大定位，朝着

“国际知名恋爱胜地、全国著名的科
普基地、重庆一流的养生福地和旅
游度假区的天堂”方向，全面开发白
马山景区。

以国际山地户外运动公开赛为
引领，以美景为依托，武隆近年来相
继推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赛事、活
动。武隆百公里越野赛举办3届，参

赛人数去年底达到1600多人，成为
国内同类型顶级赛事；芙蓉江龙舟锦
标赛举办13届，吸引数百只队伍角

逐；一年一度的武隆仙女山国际露营
音乐节，成为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音
乐节。

芙蓉洞的开发，对武隆具有划
时代意义。这座被誉为“地下艺术
宫殿”和“洞穴科学博物馆”的溶
洞，拉开了武隆旅游开发的大幕。

芙蓉洞的开发，也催生了一支
国际知名洞穴探险团队的诞生。
这支如今在国际洞探界声名显赫
的团队的创始人，是一位毕业于英
国剑桥大学的美国姑娘——艾琳·
林奇（Erin Lynch）。“喀斯特地
貌最经典的地方就在中国武隆，所
以我的心也在武隆。”她说。

2001年，艾琳首度和中国著
名洞穴专家朱学稳一起来到武隆
探索芙蓉洞，便被独特的喀斯特地
貌吸引。这位惊叹武隆“地下比地
上更美”的美国姑娘，从此与武隆
结缘。

艾琳对芙蓉洞及附近深幽曲
折的洞穴系统流连忘返。她的考
察记录发布上网，引来众多洞探爱

好者对武隆的关注。艾琳标志性
的红色洞探服旁，逐渐聚集起大批
洞探爱好者，“红玫瑰洞穴探险俱
乐部”应运而生。

这支至今仍活跃在武隆及周
边地区的探险团队，几乎探遍了武
隆的大小洞穴、竖井、暗河。为系
统判明武隆喀斯特地貌，提供了大
量宝贵的一手资料。由芙蓉洞、天
生三桥、后坪冲蚀型天坑三个喀斯
特系统组成的“中国南方喀斯特”
跻身“世界自然遗产”，红玫瑰洞穴
探险俱乐部功不可没。

正如朱学稳评价：“正是因为
‘红玫瑰’的努力，我们才得以看到
后坪天坑的‘胃肠系统’”

如今，“红玫瑰洞穴探险俱乐
部已拥有来自15个国家的200多
会员。他们依然活跃在武隆极其
周边地区，继续探索着这里的山山
水水。

芙蓉洞走出国际知名洞探团队

王超奎1907年生于原涪陵县
庙垭乡和平村（今武隆区庙垭乡和
平村）。他自幼丧父，随祖母和母
亲长大。少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涪
陵县立中学。1926年，他投笔从
戎加入川军。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王
超奎所在133师398团于1937年
9月1日奔赴上海大场、陈家行一
线布防。期间，王超奎因战功卓
著，由排长先后升任连长、营长。

1941 年 12 月，在第三次长
沙会战中，王超奎所在团奉令守
卫新墙河。他们在新墙河后的
傅家桥、相公岭一带布防，执行
死守3天阻敌、掩护主力部队集
结的任务。

12月23日下午，4万多日军
向新墙河一线进攻。在王超奎营
阵地，双方鏖战两天一夜，王超奎
营几乎死伤殆尽。在完成坚守任
务后的突围战中，王超奎为掩护

全营仅存的战友撤退，被日军机
枪射中牺牲。日军唯恐他没死，
残忍地将他的脖子割断。王超奎
壮烈殉国时年仅 34 岁，被誉为

“断头将军”。
此役，王超奎营的拼死阻击，

为长沙会战战略反攻赢得关键时
间，为中国军队赢得第三次长沙会
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8年，民政部追认王超奎
为革命烈士。

“骨鲠忠臣”刘秋佩

刘秋佩生于1470年，时涪州
凤来场（今 武 隆 区 凤 来 乡 高 楼
村）。他28岁以全川第四的成绩
中举。后被钦点为留朝进士，任翰
林院庶吉士，升任户部给事中。

刘秋佩以刚直著称。1505年
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以刘瑾为首
的八位太监祸乱朝纲。刘秋佩率
先上《劾逆党刘瑾疏》历数“八虎”
罪状，规劝武宗严防宦官专权。
因此遭廷杖下狱，并罚以六年俸禄

充军饷。
时任兵部主事，与刘秋佩同年

进士的好友王阳明上书武宗求情，
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刘秋佩在经
历了一年多牢狱之灾后，被贬居庸
关戍边。

1507年3月，刘瑾假传圣旨，
将刘秋佩等人列为“奸党”削职为
民，追夺诰命。1510年刘瑾伏诛
后，刘秋佩先后就任浙江金华知
府、长沙知府、江西按察使司副使，

政绩卓著。1524年，他杖疾复发
病逝，皇帝赐谥号“忠愍”。

王阳明对刘秋佩推崇有加，
诗赠：“骨鲠英风海外知，况于青
史万年垂。紫雾四塞麟惊去，红
日重光凤落仪。天夺忠良谁可
问，神为雷电鬼难知。莫邪亘古
无终秘，屈轶何时到玉墀”“检点
同年三百辈，大都碌碌在风尘。
西川若也无秋佩，谁作乾坤不朽
人”。

“断头将军”王超奎

这里有神奇的山水。乌江画廊

雄奇险峻，天生三桥壁立千仞，芙蓉

洞神秘莫测，仙女山、白马山美不胜

收。《满城尽带黄金甲》《变型金刚4》

等多部知名影视作品选址于此拍摄，

在新时代又丰富了武隆的文化内涵。

这里地灵人杰，英才辈出。“骨鲠

忠臣”刘秋佩不畏权贵、“断头将军”

王超奎新墙河畔与日寇生死决战、刘

邓大军血战白马山打开解放重庆的

大门的故事，传诵至今。更有那芙蓉

洞开发、仙女山拓荒、白马山差异化

发展的时代旋律，在巴渝唱响，在华

夏流传。

至美武隆，心安是家。

武隆，一个值得来一千

次的地方！

值得来一千次的地方值得来一千次的地方武隆武隆 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武隆岩溶国家地质公园
仙女山风筝节仙女山风筝节

《印象武隆》实景演出剧照

白马山

参赛选手在武隆美丽乡村骑行

红玫瑰探险俱乐部队员在燕子洞探索

王超奎
本版文图由武隆区委宣传部提供

2003年，武隆准备在天生三桥景
区举办大型音乐会，拟请大名鼎鼎的
张艺谋执导。张艺谋委托搭档王潮
歌、樊跃，先期前往武隆接洽。两人
抵达天生三桥后，为绝美的景色深深
折服。

一年后，张艺谋筹拍《满城尽带
黄金甲》，王樊二人大力推荐天生三
桥作为外景地。2005年，《满城尽带

黄金甲》在天生三桥景区开拍。这部
大腕云集的电影公映后，极大提升了
武隆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此后，《变
型金刚4》《爸爸去哪儿》等多部影视
娱乐作品，也相继择址武隆拍摄。

几十天的拍摄，让张艺谋对天生
三桥的美景，有了深入了解。“如果在
天坑里做一个演出，这个宣传出去一
定是独一无二的！”他感慨。

2007年，张艺谋筹拍北京奥运开
幕式，王潮歌也是导演团队核心成
员。每天的策划会上，王潮歌总喜欢
邀约张艺谋一起吃武隆寄来的豆腐
干。结果张艺谋一吃就上了瘾，竟然
连烟也不抽了。

张艺谋对武隆印象深刻。同年，
他的《印象》系列开始大火。全国有
135个城市邀他拍摄这一系列。最

后，武隆成功获选。
2012年，《印象武隆》实景演出择

址桃园大峡谷开演，成为《印象》系列第
七部作品。100多位演员以濒临消失
的川江“号子”为主题，让观众亲身体验
武隆壮美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

如今，《印象武隆》已演出2300
多场，观众超过350万人次。成为重
庆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

张艺谋与武隆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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