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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白沙“古镇、民俗、抗
战、名人、影视、酿酒、教育”等
核心文化内容，江津区精心开
发了金属烤漆书签、木雕造景
灯、文艺布袋、瓶装水、木雕冰
箱贴、团扇、头青折扇、手绘明
信片等“古埠映画”系列文创产
品共计5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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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藕”玉是江津博物馆
馆藏重要文物——清代藕型玉
雕刻的复制品。江津“藕”玉取
材产于江津笋溪河流域的硒玉，
朴实、凝重、坚实而温润，细腻而
圆融，通透少瑕色，色泽淡黄偏
白，是一种上好的籽料，属雕刻
师们取材的佳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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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米花糖因产于江津而得名，是重
庆著名特色小吃之一。以优质糯米、核桃
仁、花生仁、芝麻、白糖、动植物油、白糖、饴
糖、玫瑰糖等为原料，经10余道工序精工制
成，产品洁白晶莹，香甜酥脆，爽口化渣，甜
而不腻，老少皆宜，产品畅销海内外，深受消
费者喜爱。“江津米花糖制作技艺”已被列入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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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区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四面
山文创设计作品，经过为期 7 个月的
创作、评选，最终评选出了 34 件文创
设计作品，目前已从文化、产品、爱情
和旅游等多个角度，开发出水杯、杯
垫、手机壳、文具、胶带、环保袋、文化
衫、四面山摆件等 30多种四面山文创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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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花椒之乡”江津是全国最大的青
花椒产区，鲜花椒占全国市场的 95%。江津
花椒麻香味浓，并且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出
油率高，不仅是优良的调味品，也可提取成
多种名贵的化工原料，目前已开发出保鲜花
椒、鲜花椒油、花椒芳香精油、花椒香水、花
椒祛痘乳、花椒洗脚液等 20多个产品，涉及
调味品、食品、保健品与日用化工多个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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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清末、民国时期，江津
（白沙）酒产量最高曾居巴蜀酒六成以
上。“江津烧酒酿造技艺”是重庆第一
个被列入重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名录的酒类酿造技术。除大家熟
知的“几江”白酒（江津老白干）外，产
于江津的金江津、槽坊街、江小白已成
为我国“小曲清香型”白酒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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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繁荣，更赋予了江津灵秀的风光、深厚的文
脉。

江津是大美山水之地。“江津”地名意为“万
里长江一要津”，位处川东褶皱和川黔南北构造
带的过渡地带，3200 平方公里大地上，群山绵
延、江河纵横，镶嵌了 600 多处自然人文景观，其
中国家A 级以上旅游景区多达14个。

江津是人文厚重之城。1800 多年建邑史，

孕育出了名人文化、爱情文化、长寿文化、古镇
文化、诗联文化、抗战文化等六张精彩纷呈的特
色“文化名片”，是重庆首个“市级历史文化名
城”和“中华诗词城市”……

自然的造化，历史的积淀，文化的传承，成
就了江津这片文旅资源丰茂、文旅产品丰富的
美丽之地。在这里，可以观四面山水，登爱情天
梯，探长寿秘诀；可以游千年古镇，品悠悠乡愁，
享静好时光；可以寻聂帅足迹，忆抗战烽烟，仰

贤达鸿儒……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推进的当

下，江津正以五条精品旅游线路为主干，精心实
施一系列文旅项目，建设一批景区景点，开发一
批文创精品，协同渝川黔毗邻地区，打造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和康养旅游胜地，欢迎八方来客，共
谋高质量发展，共享高品质生活。

走遍东西南北中，畅游江津更轻松。“耍不
够的江津”欢迎你！

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

位于重庆市级风景名胜区黑石山的聚奎中学

聂帅精神激励江津人民砥砺奋进

杜市太公山七彩田园

江津石门大佛寺拥有中国最大脚踏莲花观音造像

被称为“双胞胎村”的四屏镇青堰村

本版图文由江津区委宣传部、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提供（整版手绘：李佳蔚 标题书法：林健）

这里地处云贵高原大娄山余脉、渝川黔旅
游结合部，是中国西南地区面积最广、旅游资
源最丰富的地带之一。

位于笋溪河畔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中山古镇，遗存了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好、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明清商业老街。
这 里 有 中 国 较 早 的 打 假 公 告“ 禁 卖 发 水 米
碑”等商德文化遗存；有宏伟雄奇的四面山
少林禅寺；有感动世界的“十大中国经典爱
情故事”——爱情天梯；有错过一次等一年的
中山“千米长宴”。

四面山集山、水、林、瀑、石于一身，森林
覆盖率高达 96%，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
含量最高达 2.9 万个。这里有望乡台心型瀑布
等 8 大景区、128 个景点；有正在建设中的海

拔 1100 米左右、距离主城最近的集康养避暑、
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四面山旅游度假区；这里
还有清代耗资白银 95 万余两建设，气势恢宏
的会龙庄，以及神奇“双胞胎村”四屏镇青堰
村。

在这里，你可以享受丛林穿越的惊险刺
激，体验皮划艇畅游的潇洒惬意，超酷的真人
CS 更是必玩项目；到了晚上，望乡台瀑布的灯
光秀绝对会让人眼前一亮。

吃：中山古镇石板糍粑、烟熏豆腐、咂酒等
“古镇三绝”，富硒“爱情宴”。

购：李市桐子叶麦粑、猫山富硒茶、中山太
和富硒米、四面山文创产品等。

路线推荐：猫山茶叶基地→中山古镇→四
面山少林寺→爱情天梯→四面山。

由几江、鼎山组成的几江半岛，历史文化
遗存厚重。聂荣臻元帅母校——“江津中学”
旧址，见证英才辈出的百年风云；明代工部尚
书江渊的府邸——江公享堂，古朴厚重的奎星
阁，传承千载文脉；入围 2019 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20 强的“西蜀第一禅林”——江津石
佛寺遗址，铭刻着筑城历史的变迁……

在这里，有被誉为“联圣”的江津籍清末
著名巴蜀才子钟云舫和他所作长达 1612 字
的“天下第一长联”；有际华三五三九制鞋厂
传统风貌区、相府路传统风貌区；有国内罕
见的客家会馆遗址群——真武场历史文化街
区；还有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路”的江津四
十里滨江路宜人风光。

从生态绿色的滨江新城到产城融合发展
的双福新区，这里有现代都市的时尚繁华。你
可以到江津区博物馆、科技馆来一次科学文化

探索之旅，或者到西南地区最大的农贸城——
双福国际农贸城，购买来自全球各地的丰富农
产品。

这里还是全国闻名的江津花椒的主产
区。每年六七月份，在先锋花椒基地，连空气
都是“椒麻”的味道。江津正在规划建设先锋
花椒产业城，打造全国花椒产业研发加工、展
示交易平台，在小花椒上做出大文章。

吃：到滨江路美食一条街、祥瑞时光道美
食街等品尝江津尖椒鸡、江津红油兔、江津酸
菜鱼等江津特色富硒美食。

购：江津米花糖、芝麻杆，保鲜花椒及花椒
油等花椒产品等。

路线推荐：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鼎山公
园→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先锋花椒基地和
中国花椒博物馆→支坪真武场历史文化街
区。

这里聚集了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是一条
四季皆宜、适合慢慢品味的“气质路线”。

长江之滨的白沙古镇，现有保存完好的老街
老巷 38条约 8.5公里，包括长江边现存最高的吊
脚楼、川江地区唯一酷似老朝天门码头的朝天嘴
码头,是抗战时期文化重镇，有数十处抗战历史
遗址，是感受“老重庆”风情的好地方。这里有重
庆影视城（江津白沙），上百部影视剧在此拍摄取
景；这里有位于黑石山风景区的百年名校聚奎中
学，可以寻访名人足迹，感受“一行白鹭上青天”
的生态美景；这里有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江津烧酒酿造技艺和中国知名新兴白酒
品牌“江小白”的生产基地，正在上演“老酒新做”
的传奇。

在塘河古镇，灯夹戏、盖碗茶、河水豆花、
市级非遗“塘河婚俗”“渝川黔龙舟竞赛”……众
多传承千年的古朴乡风民俗让人流连忘返。

与古镇同样古老的是这里的荔枝种植史，每
年七月份荔枝成熟季节，万亩荔枝等君来采摘
品尝。

在石蟆古镇，有西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
最大的明清建筑清源宫，还有超过500年树龄、被
评为重庆“旅游形象代言树”的“香樟树王”，该镇
的市级非遗“石蟆百戏伎艺”能让你感受到传统
技艺别样的精彩。

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永兴镇黄庄村，每
年春季，万亩油菜花进入盛花期，“金色黄庄”成
为网红打卡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吃：白沙臊子面（制作技艺入选市级“非
遗”）、鳝鱼面、肚子鸡等。

购：江小白系列产品、塘河荔枝、白沙文创产
品等。

路线推荐：白沙古镇→塘河古镇→石蟆古
镇→永兴黄庄。

这片南依长江、北临津永古道的地区，
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吴滩古镇，不仅因
为是聂荣臻元帅故里而出名，其历经千年的吴滩
老街也是不可多得的探幽寻古之地。石门镇的
石门大佛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重檐山
木结构建筑里，有一尊通高13.5米的观音石刻造
像，是中国脚踏莲花观音造像中最大的一座。

这里有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石笋山
云雾坪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80%以上，年平均
温度约 15℃，湖光山色美不胜举，有大小寺、

观多处，铁拐李坐化台、饿殍石等景点，盛产
富硒红心猕猴桃和茶叶。

这里还有油溪龙眼等特色小水果、吴滩
富硒蔬果、石门晚熟柑橘……能体验农耕文
化，享受四季不同蔬果采摘的乐趣。

吃：油溪腊猪油烧土鹅、石门富硒脆鱼
等。

购：吴滩花椒 、云雾坪猕猴桃 、油溪龙
眼、石门晚熟柑橘等。

路线推荐：吴滩聂荣臻元帅故居→石门
大佛→石笋山云雾坪景区。

聂帅故里 乡愁江津

津北线：原乡人文风情旅游区

綦河发源于贵州乌蒙山西北麓大娄山系，沿
河平畴延展、高山耸峙。沿着綦河一路向前，西
湖骆来山、贾嗣龙登山、杜市太公山、广兴沿河半
岛顺江而出，如同画卷徐徐展开，最适合自驾游
爱好者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优美的綦河两岸乡村风景中，可以采摘贾
嗣优质富硒桑葚，品尝桑葚酒，到夏坝探寻三线
建设文化遗址，到太公山观赏四季五彩花木，到
广兴镇体验农耕小镇风情。

其中，西湖骆来山四周峭壁悬崖，东、西、南、
北共有四座寨门，99 座山峰茶林覆盖，亭阁、水
榭、园林点缀其间，美不胜收。在贾嗣龙登山滑

翔伞基地，可以在教练带领下乘滑翔伞拥抱蓝
天，自由翱翔，换一个角度看风景，惬意无比。在
杜市太公山，赏花是每年 3月中旬至 4月期间的
盛事。届时，万亩杜鹃花、桃花、红叶石楠、红继
木等各种花卉苗木，形成动人的“七彩梯田”图，
美不胜收。

吃：广兴北渡鱼、贾嗣富硒生态鱼、贾嗣桑葚
等。

购：富硒水产、花卉苗木等。
路线推荐：西湖骆来山→贾嗣龙登山→夏坝

三线建设文化遗址→杜市太公山→广兴沿河
风光。

自然淳朴 诗意江津

津东线：綦河画廊乡村旅游区

富硒富氧 休闲江津

津南线：大四面山生态旅游区

人文荟萃 古韵江津

津西线：古镇民俗文化旅游区

﹃﹃
有
礼
有
礼
﹄﹄

第二季双晒
五大活动
扫一扫
就看到

津东线：綦河画廊

乡村旅游区

津西线：古镇民俗

文化旅游区

津南线：大四面山

生态旅游区

津北线：原乡人文

风情旅游区

津中线：一江两岸
都市旅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