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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圆桌会

主持记者： 王 翔
访谈嘉宾：
武隆区委书记 黄宗华
石柱县委书记 蹇泽西
酉阳县委书记 陈文森
彭水县委书记 钱建超

核心
提示

重庆日报：旅游是一种独特体验，
也是游客美好的记忆。我们在推动文
旅融合发展过程中，该怎样进一步优化
旅游环境、促进服务融合？

黄宗华：我们将以世界知名旅游目
的地的标准，强化配套服务，加快国际
化发展步伐，推动接待服务、消费购物、
应急处置等方面与国际惯例无缝接
轨。加强云计算、区块链和AR、VR等
技术运用，提升智慧服务水平。仙女山
度假区加快打造国际高品质城市组团，
白马山片区按照5A级景区错位打造，
羊角古镇升级打造全国首个纤夫文化

滨江古城，做好仙女山临空经济区、保
税展示店商业街区等建设，规划打造武
隆九街等滨水夜间旅游经济带，更好地
聚集人气商气，提升产业能级。

蹇泽西：石柱将聚焦互联互通，统
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铁公水空四种方
式，构建外联内畅的综合交通体系，让
群众到石柱康养更加快速便捷。同时，
聚焦共建共享，打造全国山地康养公共
服务中心，创新康养服务新模式新业
态，发展社区康养服务，提升“六养”供
给质量和水平，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打造康复疗养综合体，让优质康养服务

惠及更多群众。
陈文森：酉阳将依托城区毗邻景区

的独特优势，着力优化山、水、城、景空间
布局，加快建设全国著名旅游县城。坚
持以人为本，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
全力打造以县城为主体的城市生活核心
区，建设一批高质量商圈、高品质小区，
完善城市功能，丰富旅游业态，构建“城
在景中、景在城中”发展格局，高标准建
设小坝新城，加快建成一批旅游小镇、康
养小镇，更好地服务游客和居民。

钱建超：彭水将统筹推进景区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智

慧文旅平台建设，加快
创建一批3A级景区和
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等
乡村旅游景点，大力发
展自驾旅游、康养旅游
等新兴业态，形成步步是
景、处处宜游的全域旅游发
展新格局。同时，以旅游为
纽带，以大健康产业为重点，积
极发展连锁经济、夜间经济，建
设智慧商圈，推出一批到彭水非看
不可、非吃不可、非买不可的项目和商
品，加快构建快旅慢游服务体系。

加快构建快旅慢游服务体系

重庆日报：渝 东 南 不 缺 好 景 点 ，
但缺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旅游品
牌。我们如何在品牌、市场等融合
方 面 下 功 夫 ，解 决 好 这 一 难 点 痛
点？

黄宗华：武隆区将进一步深化联动
发展，紧密对接乌江画廊旅游示范带、
大武陵山旅游度假区和长江三峡黄金
旅游核心带，参与组建成渝地区旅游联
盟，共同构建一批精品线路，推动客源
共享、互利共赢。加强与乐山、都江堰、
威海、烟台、张家界等国内著名旅游目
的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

全面拓展东盟、欧美、非洲等国际旅游
市场。

蹇泽西：我们将以“三峡库心”为依
托，与万州、忠县深度合作，围绕江城、
江镇、江村、江景，高水平打造“三峡库
心 长江盆景”，共同建设长江三峡库
区旅游胜地。同时，依托特色文旅资
源，推动景区联动，协同打造“石柱—彭
水—黔江—酉阳—秀山”武陵山区民俗
风情生态旅游示范区，加快推动大武陵
旅游目的地建设。

陈文森：今年酉阳将围绕营销渠
道建设、主题营销活动、形象广告宣

传，持续推出“千年非遗闹龚滩”“全国
高校师生龚滩写生艺术节”“酉阳桃花
源美食自驾音乐节”等品牌营销活动，
通过精彩赛事、节会活动、精美图片
等，开展精准化宣传推广。同时，立足
自驾、自助、学生、亲子、老年、会务等
客源市场，精准锁定周边 500公里以
内特别是 300 公里以内自驾客源市
场，不断加大 500公里以外客源市场
开拓力度，不断深化旅游区域合作，联
合周边推出精品旅游线路，联合开展
旅游营销，构建特色旅游目的地，让八
方游客走进来、停下来、住下来，找到

“诗与远方”。
钱建超：我们将持续举办中

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
上运动大赛和渝东南生态民族旅游文
化节，将旅游资源与节日庆典、体育赛
事、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打造
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旅游升级版。特
别是围绕乌江画廊，突出沿江古道、居
民建筑、生活习俗、风味美食等特色，
推出水上运动、游艇观光、山地探
险、度假旅游等精品项目，让
乌江画廊成为渝东南的旅
游名片。

让乌江画廊成为渝东南旅游名片

武隆石柱酉阳彭水四区县委书记谈如何走好文旅融合型高质量发展路子

做强山地旅游 加快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标杆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工作座谈会日前召开。会议指出，要走文旅融合型高质

量发展路子，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促进理念融合、业态融合、品牌融合、市场

融合、服务融合，在文旅融合发展上先行一步、更优一些。

渝东南区县如何用好独特的民俗文化和丰富的山地旅游资源，真正在文旅融

合、绿色发展上先行先试、作出示范？为此，重庆日报记者对部分区县党政主要负责

人进行了专访。

重庆日报：渝东南文化特色鲜明，
山地旅游资源丰富，如何推动文化、旅
游、康养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旅
游从观光式向体验式、从景点游向全
域游转变，真正让游客坐下来、住下
来、静下来？

黄宗华：武隆旅游业先发优势明
显。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动大健康
与大文旅深度融合，突出“人间仙境、
度假圣地”主题，做好A级景区梯次储
备创建。加快阳光童年、仙女半山太
阳谷、天下鹊桥等重大文旅项目建设，
打造好串联全区的5条乡村旅游精品
线，推出“飞天之吻”“懒坝大地艺术”
等一批网红打卡地，大力开发研学旅
行、徒步骑行、文创娱乐等新场景新业

态，大力培育养生养老、运动健康、旅
居康疗等健康产业。

蹇泽西：近年来石柱康养产业发
展迅速，观住动文食疗“六养”产品和
服务享誉全国。为此，石柱将以“农
旅+”“文旅+”为引领，插上大数据智
能化的翅膀，把“六养”贯穿产业发展
各个环节。加快建设冷水康养小镇，
大力实施大黄水旅游景区提档升级工
程，重点打造土家特色生态旅游休闲
城市，持续推进工业园区产城融合发
展，精心打造城郊休闲康养、大黄水民
俗生态康养、沿江文化康养、自驾探秘
康养四大康养文旅融合发展板块，加
快建设西沱、中益、黄水等一批特色小
镇，着力打造西部土家风情康养休闲

城镇群。
陈文森：我们将紧扣“全域桃花源·

康养度假地”主题定位，推动景城融合、
文旅融合、农旅融合，进一步拓展桃花
源景区范围，提升景区品质，创建桃花
源国家级生态民俗旅游度假区；保护性
利用好金银山、巴尔盖两个国家森林公
园，阿蓬江、酉水河两个国家湿地公园；
做优做特山水、人文、乡村三篇文章，把
龙潭古镇、龚滩古镇打造成特色浓郁的
风情古镇，做特做优叠石花谷、菖蒲盖
等乡村旅游精品。

钱建超：彭水将依托乌江画廊旅游
示范带、武陵山区民俗风情生态旅游示
范区，充分彰显民族、生态、文化三大特
色，高质量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态康

养和休闲运动基地、国际知
名旅游城市。强化阿依河
5A级景区和蚩尤九黎
城、摩围山、乌江画廊
3个4A级景区的辐
射引领作用，更加
注重精品景区文化
元素的注入，统筹
编制好旅游发展
规划，加快建设乌
江画廊生态旅游
示范带和郁江产
城景融合发展示范
带，做靓“世界苗
乡·养心彭水”旅游
品牌。

实施“文化+”“旅游+”“康养+”战略

◀2018年8月8
日，在石柱黄水镇
太阳湖公开水域游
泳比赛现场，水上
表演精彩纷呈。（本
报资料图片）

记 者 卢 越
摄/视觉重庆

◀2019 年
10 月 2 日 ，游
客在武隆仙女
山草原享受国
庆假期。（本报
资料图片）

王 俊 杰
摄/视觉重庆

◀ 7 月 24 日 ，
2020·第九届中国乌
江苗族踩花山节在彭
水阿依河景区和摩围
山景区同时启幕。

记 者 齐 岚 森
摄/视觉重庆

▲8 月 12 日，
鸟瞰酉阳叠石花谷
景区。

记 者 万 难
摄/视觉重庆

（上接1版）

千年窑火煅珍宝
魅力陶都引才来

荣昌陶兴起于汉代，兴盛于唐宋，
中兴于元明，复兴于清代。因其“红如
枣、薄如纸、亮如镜、声如磬”的特点，被
广大消费者熟知和喜爱，被原国家轻工
部命名为“中国四大名陶”，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在漫长的演进中，荣昌陶器形成
了一套十分复杂的制作工艺，凭借其卓
然不凡的品相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荣昌
千年不熄的窑火煅制出代代相传的珍
宝。

荣昌陶有釉子货和泥精货，吴为
山告诉记者，荣昌陶的艺术价值正是
体现在这两者之间。荣昌陶的釉子
货，通过窑变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
种变化在观赏者意料之外，却在艺人们
意料之中。荣昌陶的釉，经过荣昌艺人
们的创造、经过火的考验，像玉，像翡
翠，美得让人动容。泥精货是泥中之
精。这个精是泥中的精华、是艺人的精
神，也是艺术的精品。这三“精”，就是
荣昌陶的特色。泥精货尽管是素烧，
但在朴素当中又有精巧。艺人们在雕
刻时，还能把描述的形色、图像与造型
融为一体，也就是形与画的统一。虽

是素色，但依然能做到温润如玉、质地
动美。

正所谓“一壶、一碗皆有意”，在《中
国美术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国
家画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
院院长张晓凌看来，荣昌陶从材料、工
艺到技术，无不彰显荣昌地域性特色，
其在鲜明的个性中，展现出来的是“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美，阐释了艺
术的核心和根本。张晓凌告诉记者，荣
昌陶在造型、釉色上拥有精湛的技术水
准，又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美学规范，
形成了超视觉、形而上的美学享受，迸
发出自由而浪漫的艺术特质，让人不自
觉地产生共鸣。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参展的7
件荣昌陶艺作品的创作者既有梁先才、
刘吉芬等积淀深厚的国家级非遗大师，
也有管永双、李云杉等青年后起之秀，
千年不熄的窑火、世代传承的技艺并未
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是什么让荣昌
陶保持了强劲生命力？

出政策，是荣昌给出的第一个答
案。非遗传承与创新的关键在“人”。
近年来，荣昌区出台《“人才兴陶”十一
条》《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暂行办法》等
一系列政策，既在引才育才上下功夫，
也在留才用才上发狠力，全力为荣昌陶
的传承与发展营造暖心、安心、舒心的

氛围。截至目前，荣昌已有陶艺工作室
100余家，陶产业从业者5000多人。来
自宜兴、建水、景德镇等地国家和省级
陶艺大师、高级陶艺人才、高校工艺美
术专业毕业生200余人，大批陶艺优秀
人才汇集于此。

建平台，是荣昌给出的第二个答
案。目前，荣昌陶大师园、荣昌国家级
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等平台已相继建
成投用，位于荣昌安陶小镇的陶宝巷子
项目正加紧建设中，到2023年 350个
青瓦白墙的四合院将平地而起、滨水而
建。

据悉，陶宝巷子项目计划以汇聚全
国陶艺大师、工匠艺人、作家、书法家、
画家、收藏家为目标，量身定制所需工
作室、作品展示展销、创作、居家兼容为
目的，打造陶艺文化艺术圣地，塑造中
国最大的世界级院落艺术村。“我们将
引进世界各地的陶艺人才，让更多的知
名艺术家来荣昌做陶、画陶、刻陶，让更
多的艺术与荣昌陶碰撞、交融，为陶艺
创新注入新动能。”陶宝巷子项目相关
负责人说。

打造精品特色小镇
促进产城人文深度融合

非遗不能只是摆在橱窗供观赏，也
绝不能躺在名录上睡大觉。在荣昌区

委书记曹清尧看来，非遗文化产业不能
“冻”起来，一定要“动”起来。近年来，
打造富有生命力和人文底蕴的特色小
镇，已成为荣昌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
的一条新路径。其中位于荣昌安富街
道的安陶小镇，便是该区打造精品特色
小镇实践中的成功案例。

2018年元旦，历经两年多时间精心
打造的安陶小镇正式开街。已有200
余年历史的安富老街，以古朴而新鲜的
面孔重现世人眼前，小镇中以荣昌陶器
为装饰的特色景点随处可见，浓厚的

“陶都”气息和清新的明清古镇风貌相
得益彰，一经亮相便深受成渝两地游客
喜爱。

据悉，安陶小镇是一座集文化、旅
游、产业、体验、教育于一体的精品特
色小镇，最大的特色是荣昌陶产业。
但如何将陶产业、陶文化和陶旅游有机
融合发展？荣昌选择在发展陶瓷制造
产业基础上不断完善工业旅游功能。

“我们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小镇运
营，实施‘文化+’投资运营模式，有效促
进产城人文融合。”安富街道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与此同时，开展多项线上
线下陶文化活动，扩大荣昌陶知名度
和影响力。”在线下，以非遗产业聚集
人气；在线上，以非遗文化引入流量，
安陶小镇将自身特色充分“变现”。据

统计，自2018年开街以来，安陶小镇每
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旅游收入近3
亿元，为文旅市场“活起来”积蓄强劲
动能。

2020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印发《关于公布特色小镇典型经验和
警示案例的通知》。其中，重庆荣昌安
陶小镇入选全国20个精品特色小镇创
建典型经验案例，向全国推荐。以文强
旅、以旅兴文，文旅融合、共促发展，正
在荣昌成为现实。

从“无中生有”到“有中生优”
荣昌陶引领陶瓷产业释放动能

荣昌曾是“中国三大陶都”之一，制
陶历史超千年。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
始，该地陶产业日渐衰落，靠生产泡菜
坛子、白酒瓶子勉强维持运转。

那么，如何做好“一片陶”，让传统
产业释放新动能？

近年来，荣昌在谋划主导产业上，
更加注重从本地文化传统和产业基础
出发，将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作为一个重
要发展方向，立足优势深挖“陶文化”，

“无中生有”拓展“瓷产业”，“有中生优”
集群化发展的区域特色经济，让陶瓷产
业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

荣昌提档升级日用工艺陶、高质量
发展建卫陶、重点发展特种陶瓷，在陶

瓷产业上，引进了唯美陶瓷、惠达卫浴、
金意陶、北京创导工业、日丰卫浴、华兴
玻璃、德力玻璃等一批知名企业，投资
总额超过100亿元。

其中，唯美陶瓷、惠达卫浴、金意陶
是全国排名前十的高端陶瓷企业；华兴
玻璃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玻璃包装
瓶生产企业；德力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
中国最大的玻璃器皿制造企业；奥福精
细陶瓷、兀盾纳米科技等特种陶瓷企
业，攻关精密轴承、人造骨关节、心脏瓣
膜等特种陶瓷产品，预计到2025年，高
端化、功能化先进陶瓷产业聚集区将在
荣昌基本建成。

据统计，2019年，荣昌已投产规上
陶瓷企业38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83
亿元。以上大型陶瓷、玻璃企业建成投
产后，预计可实现200亿元以上规上工
业产值。

曹清尧表示，荣昌是一座非遗体验
之城，尤其注重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把非遗文化转化为重
要产业。目前，以荣昌陶拓展的陶瓷产
业已经成为了荣昌消费品工业的重要
支柱。下一步，荣昌将加快推动陶瓷产
业集群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积极打
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
努力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
长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