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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在水中 千年历史孕育出灿烂文化

汉丰，因蜀汉先主刘备尝桔赞曰“汉
土丰盛也”而置，迄今已有1800多年

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巫、巴、秦、楚文化生生不息，
桔乡文化、井盐文化、举子
文化、红色文化、移民文
化相互交融，孕育着开
州独特的人文环境和
地域风情，造就了这座
金色之城、文化之城、
英雄之城、奉献之城。

桔盐文化源远流
长。或许是大自然鬼
斧神工的造化，开州地

形呈一片锦橙叶形，与其
柑桔产地的历史经脉不谋

而合。“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
来。”这便是“金开县”的来历。作

为“川东四大盐场”之一的开州，自汉代
以来，温泉古镇的盐卤就被开发利用。
发展至隋唐，盐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
其独特的“井盐文化”，铸就了当地工业
文明的雏形，开州当年的繁华便与此息
息相关。

举子文化荟萃千年。民间俗语“开
县举子云阳盐”，讲的就是开州历史上
举人众多、名仕辈出。曾谪贬开州做刺
史，写下《盛山十二景诗》的晚唐名相韦
处厚、“公车上书”的六举子，就是其中
的优秀代表。如今，依托“举子之乡”的
厚重历史文化，汉丰湖畔建起规模宏大
的举子园，园内的文峰塔现已成为开州
最著名的地标，其“文峰耸秀、科举文
盛”的定位，将这一历史文脉传承下来，
再现“举子之乡”的千年遗风和倡学盛
举。

红色文化一脉相承。开州是刘伯
承元帅的故乡，孕育了一代军神之魂。
1892 年，刘伯承出生在开州赵家镇。
青年时代，立志“拯民于水火”的刘伯承
投笔从戎，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
运动中，成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的川
中名将。1916年，刘伯承率部血战丰
都，右眼受伤，为保护脑神经未用麻药，
以关公刮骨疗伤之气概，承受了手术，
被誉为一代军神，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
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帅乡文化由此美名远扬。如今，刘伯承
同志纪念馆已是闻名全国的革命红色
基地。仰望馆外刘伯承元帅高大的铜
像，那句“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
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十二
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依旧响
彻耳畔。

移民文化无私奉献。开州地处三
峡核心腹地，因三峡工程建设需要，众
多开州人挥泪告别家乡，开启新的人生
征程。在声势浩大的搬迁过程中，开州
人民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
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
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如今，浴
水而生的汉丰湖，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
开州老城的血脉，碧水荡漾的清波里，
全是开州儿女“舍小家、为国家”的巨大
牺牲和无私奉献。

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融合，老县城
的湮没与汉丰湖的新生，使我们领略了
开州延绵千年的薪火传承，探知到三峡
最美滨湖城市的风土人情，感受到开州
开拓开创、开明开放的新时代人文精神。

中国的汉丰湖 三峡的新生活
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度假区印象

因三峡工程建设而形成的汉
丰湖，既像一台功率强大的引
擎，又如一块凝聚力超强的
聚宝盆，将湖边景点盛山
公园、刘伯承同志纪念
馆、开州故城、国家湿地
公园、举子园、文峰塔、
风雨廊桥等悉数连成
一片，使汉丰湖成为

“万云开”金三角区域
璀 璨 的 一 颗 明 珠 。
2012年10月，汉丰湖风

景区荣膺“国家水利风景

区”称号。
开州与万州、云阳地域相邻，等边

相距，区域经济发展呈现爆发式的融合
增长。2016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审议
通过《“万开云”板块一体化协同发展规
划》，规划面积约200平方公里，城市人
口约200万人，是重庆融入长江经济带
建设和成渝城市群发展的战略举措，是
川东、陕南地区东向出海的重要门户通
道，发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随着渝东北核心城市一体
化建设发展的推进，万云、万开快速通
道相继投入建设，铁峰山隧道全线贯

通，“一心四向多连线”的区域交通格局
正在形成。与此同时，“万开云”一体化
旅游规划相继出炉，规划紧紧依托长江
三峡、高峡平湖和移民新城，积极打造
集生态观光、运动养生、三国文化、红色
旅游、休闲度假、低空飞行于一体的多
元旅游业态，使其成为服务成渝两地、
辐射周边区域的休闲旅游基地，高山乡
村避暑旅游区和长江三峡精品景区腹
地的主要集散地。

为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目前，“万开云”开通了平湖快
车，方便三地市民游客出行，同时制定

三地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的黄金旅
游线路，将环线的著名景区，包括万州
大瀑布、潭獐峡、铁峰山，开州的汉丰
湖、雪宝山、马扎营，云阳的龙缸、张飞
庙、磐石城等连成一线，依托景区资源
和景点互补的优势，大力推进“万开云”
景区的直通车和一票制，大大提升了金
三角高品质的游玩体验。

2019年，开州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约106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4%，旅
游综合收入约64.57亿元、增长约16%，
开州文旅事业呈现出蒸蒸日上、蓬勃发
展的良好势头。

开州文旅国际新
城示范区

时光回溯，自1993年移民迁建伊始
的大规模建设，已使汉丰湖南岸的新城

初具规模：高楼新房鳞次栉比，公路
大道宽阔笔直，商圈夜市人气
火爆，广场公园随处可见。
然而，距南岸仅3公里、坐
拥临湖美景的北岸却悄
然未动，似乎正在等待一
场不期而遇的华丽表
演。

这场期盼已久的
演出，终在2019年9月
拉开大幕。伟光汇通与
开州政府签署协议，将

以8年时间在北岸建设一
座新城，它的名字就叫汉丰

湖国际生态文旅度假区。这
座以水为核、文化为魂、运动为基

的新家园，将横跨开州盛山及丰乐等
片区，占据汉丰湖最美的北边湖岸线，主

要涵盖开州故城、水上乐园、运动康养三
大板块。

今年伊始，项目一期建设正式启动，
故城一期建设接近尾声，湿地公园打造
已具雏形，首批住宅销售如期开盘，待到
三期全部工程完工后，商贾游客云集，酒
楼茶舍遍布，千年开州的繁华市景将不
再是历史，而一场山水之间的幸福人生，
也在我们的想象中缓缓开启……

出门看山，抬头望月，远眺观塔，低
头戏水，一不小心便踏上故城小巷，在盛
山堂、李家大院、沈家公馆、禹王宫、州
衙，看古楼院落、青砖灰瓦。探秘非遗，
品味开州非遗糖画及竹琴的魅力；风华
酒巷，尽情品味独具开州特色的各类美
食，领略生活的烟火。这一切仿佛不只
是夜游或逛街，更是一次穿梭于老城记
忆和童年时光的还乡之旅。

过去的这里曾是母城，是开州精神
之源、城市之根。富有奉献精神的开州

人因大局而暂别，又因重建家园而再次
从这里出发。在不远的将来，在衣、食、
住、行、商、教、娱、园全面配套之下，在看
与被看的最美湖景掩映之下，这里必将
是开州都市繁华的新中心，是开州滨湖
高端住区的最后一岸。

正因“依托一湖一山，打造一城一湾
一带”的总体布局，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
度假区才能将魅力汉丰湖、自然生态盛
山、环湖规划三大城市度假功能板块紧
紧连在一起。北有“一城”，依托故城、汉
丰湖国际新城，联动起都市文化旅游度
假区及开州城市会客厅；东有“一湾”，是
未来围绕水上公园和康养社区打造的亲
水运动及康养生活湾区；南有“一带”，即
连通南岸滨湖休闲公园、故津广场到举
子园的滨湖休闲生活带。三区环绕，功
能互补，绵延数里，拱卫汉丰。这种集自
然生态、历史文化、城市旅游为一体的城
市湖景度假区中国罕有，其中一个就是

汉丰湖。
与山水相亲，与故城为邻，与文旅做

伴，无疑是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度假区
的价值所在。正是因为历史文化与现代
节奏的碰撞，旅游休闲与居家生活的交
互，这才缔造出一个旅居相宜、主客共享
的文化大观园，这片写满乡愁、孕育希望
的重生之地，更才显现出它的无限神奇
与永恒魅力。

在这里，你的日常生活与休闲度假完
美地融为一体。依托汉丰湖的自然资源
和开州故城的历史文化，将历史、地理、人
文、旅游、运动、休闲、康养所有元素汇聚
于此，融入一体，才能真正体现汉丰湖区
域的丰富内涵和万般风情。开州将以“文
旅融合目的地”和“健康生活目的地”的崭
新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谢刘湘
图片由开州文旅国际新城提供

开州故城

湖在山中“万云开”金三角环线璀璨明珠

人在景中 想象一场山水之间的幸福人生

2008年9月，三峡
工程开始蓄水，浩瀚水
波潮动东来。为解决约
30米水位落差形成的
消落带，一座高约22.5
米的调节水坝“风雨廊
桥”拦河而立，世界独具
风韵、水域面积约14.8
平方公里的“人工千岛
湖”就此诞生，它就是汉
丰湖。

“芦花荡漾诗意浓，
平湖秋色最宜人。”站在
古韵优雅的风雨廊桥
上，放眼望去，堪比两个
西湖大小的汉丰湖上水
波潋滟、碧江盈盈，恰似
纤柔温婉的江南水乡。
夜暮时分，择一艘夜舫
驶入湖心，观“山黛远，
月波长”，赏两岸“灯火
阑珊”，感受山野醒来时
分的那份舒缓与诗意。
2019年9月，开州区人
民政府与伟光汇通旅游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
签约汉丰湖国际生态文
旅度假区项目，规划面
积约1648亩，总投资约
141亿元，工程分三期8
年建成。到那时，一幅
“城在水中，湖在山中，
人在景中，情在心中”的
美丽画卷，将在这里徐
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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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天宇旷，切切故
乡情。”尽管老城已成往
事，但说起当年生活的点
点滴滴，开州百姓依然如
数家珍，太多的眷念与不
舍都在他们的追忆中一一
闪现：“我之前就住在老
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真
是太多太多了：狮子楼的
狮子、盛山公园的长石梯、
巷子里的人力三轮车，还
有农贸市场里传来的各种
叫卖声、吆喝声……”如
今，伟光汇通与融创中国
强强联合，以一种全新的
方式让故土重生，汉丰湖
国际生态文旅度假区正是
他们全力打造和倾情演绎
的生活舞台。

被誉为“中国文旅产
业小镇运营专家”的伟光
汇通，深耕文旅 20 余
年，秉承“挖掘地缘历史、
改善旅游生态、打造文化
古镇、传承历史文脉、提
升城市形象”的独特思
路，积极探索以文旅产业
驱动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打造出的彝人古镇、滦州古城、
管仲老街等项目蜚声中外。

文旅融合作为融创中国的核心
战略，以“中国家庭欢乐供应商”作
为发展愿景，全面布局旅游与文化
的深度融合。作为城市会客厅的设
计制作大师，所建设的融创西双版
纳旅游度假区、昆明融创文旅城、重
庆融创文旅城等项目享誉业界。

此番两强携手，共襄盛举，无疑
将书写汉丰湖令人期盼的远景：引
水入城、依水而栖、亲水为乐，突显
汉丰湖国际生态文旅度假区的独特
景观；山水相伴、文旅相融、城湖共
生，描绘开州百姓未来生活的幸福
景象。

最美的乡愁总在风雨后。八年
磨一剑，一座生态宜居、山香水静的
新城，将伫立在汉丰湖的北岸：过往
的热闹将被宁静替代，深邃的夜空
将为流星缀满。夏日的风，携带一
湖氤氲向群山吹过，送来清凉；冬日
的雪，舞动漫天的绒花向天际漂流，
寄来温馨。汉丰湖的明天一定会更
加壮丽，开州百姓的明天一定会更
加美好。

汉丰湖全景

刘伯承同志雕塑刘伯承同志雕塑

开 州 文 旅 国开 州 文 旅 国
际新城样板间际新城样板间

智慧文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