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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铜梁，巴水环绕，有汩汩温泉、田田荷叶、片片花海；有乡间绿道、缤纷果蔬、龙

乡好礼；有农家小院、林中小屋、雅致山居……好山、好水、好空气，原汁、原味、原生
态，不妨来此，感受一番“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意境。

围绕“原乡风情·大美铜梁”目标定位，铜梁坚持走好农旅融合发展路子，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观光农业，逐步形成“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
格局，一幅秀丽的乡村画卷正铺成出蓬勃生机。

【精品景区推荐】

一、西郊花语悠游谷

（一）部分景点介绍
1.荷和原乡
荷和原乡位于铜梁区土桥镇庆林村

和六赢村，是西郊示范片产业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景区山水相连，气候宜人，空气清
新。核心区规划面积3000亩，即生态湿
地莲花湖500亩，观赏荷花展示区500
亩，种植四季小水果1000亩、商品莲藕
1000亩，是当前西南地区种植规模最大、
品种最多的湿地生态荷花园，集城郊休闲
旅游、名优特色荷花观赏、商品莲藕生产、
及“荷”文化展示于一体。

景区主要由荷和原乡广场、荷文化
展示馆、乡情馆、大型水车、亲水平台、生
态雅舍、荷花佳苑、荷仙洞天、爱莲桥、读
书亭等23个景点组成，具有观景、休闲、
摄影、娱乐、品茗、采摘、垂钓等功能。除
此以外，游客来此还可品尝荷和原乡自
制加工的荷叶茶、藕粉、莲米等养生产
品。

2.玫瑰岛
玫瑰岛位于铜梁区南城街道翠英村，

是西郊示范片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占地面积16亩，主要种植有粉

扇、仙境、金凤凰、彩云等多种玫瑰名贵珍
品，周边种植美国绣球花，花期从4月持
续到10月。以美丽·浪漫·爱为主题，以
五彩缤纷的玫瑰花为载体，集玫瑰种植、
展示、销售、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是游客

浪漫之旅的理想之地、网红打卡景点、婚
纱拍摄基地。

3.叶子花开儿童研学基地
叶子花开儿童研学基地位于巴川街

道，是西郊示范片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
分。

该基地是集游乐、运动、趣味、健康为
一体的新型综合性儿童娱乐中心，可为少
年儿童提供安全、舒适、快乐服务，有
BBQ、山岭露营、皮划艇、三角梅迷宫墙、
儿童益智、漂流、花间民宿、景观拍照等体
验项目，传统佳节、服饰文化、童话、民间
故事等特色活动，红色革命传统教育文化
主题、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主题、祖国大好
河山主题、科技国防主题、社会生活主题、
体能拓展训练主题等主题研学活动。

（二）旅游小贴士
1.吃
（1）田家餐厅。位于南城街道西来

村，以精品川菜为特色，辅以其他菜系精
华为一体的特色饭店，继承和发扬传统
川菜文化的同时，创新推出上百款经典
菜式。

（2）莲湖酒店荷花宴。以清淡、养生
为主的“荷花宴”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
味蕾的挑战，是来铜梁必吃的一桌“莲菜
全席”。菜品有黄里透红的藕夹、带着青
荷香气的肉丸、滋补养生的莲藕汤、香脆
可口的鲜炸荷叶……

（3）三角梅餐厅。位于重庆玄天湖为
君开三角梅产业基地，餐厅集旅游、餐饮、
娱乐、农事活动于一体。

2.住
（1）西郊雅社。位于南城街道西来

村，由原来的管理办公用房改造的近郊
“慢生活”概念精品民宿，观林、听雨、堤
畔、花坞都是这里独有的生活情趣。

（2）月色雅筑。位于南城街道河东村
便民服务中心，民宿以“月桂”为主题，共
有10个房间，周边配套自行车驿站，感受
骑行快感之后，坐在观景台静静赏月。

（3）荷和原乡。位于土桥镇爱莲桥附
近，民宿临湖而建，共有“莲花池畔观景亲
子房”“红莲绿溪观景豪华套房”“荷娇欲
语观景家庭房”“金莲因缘观景套房”4种
套房，在此可感受郊野的自然与清新。

（4）莲乡茶宿。一家安宁、惬意的民
宿酒店，有山景房、湖景房、双人房、湖景
大床房等，可从不同角度观赏爱莲湖及远
处群山，设有集会客厅、体验展示厅、餐
厅、茶室、湖畔休闲露台等区域，能满足各
种party的需求。

3.行
（1）自驾线路：遂渝高速公路—铜梁

南互通口下道（沿途有旅游指示牌）。
（2）停车指南：均可百度地图导航至

景区游客接待中心或酒店门口进行停放。
4.游
（1）特色景点：荷和原乡核心景区、六

赢山世外桃园、新陆有机农场、众源生态
园、文津街。

（2）特色活动：一年四季，活动纷呈。
莲湖泛舟、鱼塘抓鱼、湖边烧烤、音乐露
营、户外垂钓、有机采摘、纵马奔驰、荷文
化展示基地。

二、黄桷门奇彩梦园

（一）景点介绍
奇彩梦园位于南城街道黄桷门村，毗

邻省级风景名胜区巴岳山、1500亩湖面
的玄天湖、龙温泉旅游度假区，与西部桂
花博览园遥相呼应，与家泽园（西部农林
大世界）相连。

景区共由五大板块组成，分别是文艺
活动表演区、充满着巴渝特色的黄桷门风
情小镇、美如仙地的十二花季景区、漫山
飘果香的四季果蔬采摘区以及负氧离子
爆棚的森林休闲度假区。同时景区也因
好山好水的“天时地利”，增设了露营基地

以及垂钓基地，可置身于山野露营、垂钓，
别有一番趣味。

景区还可欣赏到震撼的铜梁龙舞表
演，尤其是被誉为“龙舞之首”的火龙表
演，感受铜梁非遗龙文化。

（二）旅游小贴士
1.吃
秀水庄园。位于奇彩梦园景区内，餐

饮设在庄园内的膳香园宴会厅，餐饮美食
以川粤地方特色风味、鲜活生猛海鲜、农
家特色菜品最为诱惑。

2.住
（1）秀水庄园。位于奇彩梦园景区内，

占地面积近5000平方米，设有膳香园宴会

部、茗香园茶室、多功能会议室、商务中心、
商场、客房、休息庭廊。

（2）黄门小筑民宿。位于黄门村奇彩
梦园风情小镇文津街，共有7栋楼紧邻奇彩
梦园、玄天湖等景区。周边有不同规模的
艺术工作室，是一间书香文化体验民宿。

3.行
（1）自驾线路：重庆—渝遂高速铜梁

出口下—奇彩梦园。
（2）停车指南：景区入口处均设有停

车场。
4.游
水上乐园、儿童游乐场、水云龙表演

（时令性节目）、奇彩夜市、小火车、花海滑
草、四季赏花等。

三、原乡中央公园

（一）景点介绍
1.原乡中央公园
原乡中央公园位于淮远新区，南承

巴岳山玄天湖，北接淮远古镇，占地面
积约3000亩。

该公园是以全新景观理念打造的
现代都市滨水空间，分为丝路花语、南
城印象、文创天地、浮影湖、驿站花园五
大分区，包含滨河路步道、绿化景观、水
岸抛石、水帘秋千、喷泉步道等景观景
点，跑在韵律平台上面，还能幻化出不
同的灯光表演。

2.望山公园
望山公园位于铜梁区白龙大道旁，

总占地面积约200亩，是一座集休闲、
康体运动、观景、文化交流为主的诗画
意境文化康体公园。

3.见水公园
见水公园位于铜梁区白龙大道旁，

占地面积70亩，是一个集山、水、林、
田、舍于一体的优美城市景观、网红打
卡地。

（二）旅游小贴士
1.吃
（1）太平头刀菜。位于大招家苑

268号，头刀菜传统制作技艺是重庆市

铜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菜品有头
刀菜、乌花鱼、白果鸡肾汤等。

（2）叙知香美蛙鱼头火锅。位于南
门铁石路499号，2004年成立的铜梁
本土企业，全国连锁30余家，2019年获
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餐饮企业98强。

（3）赵二哥羊肉。位于巴川街道办
事处中兴路204号-210号，烹制技艺
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荣获重庆
市第六批市级非遗称号。

2.住
（1）天喜豪生酒店。位于中兴路与

金龙大道交汇处，客房间面积从43平
方米到85平方米，落地玻璃窗让新城
核心区繁华景观一览无余。

（2）铜梁大酒店。位于迎宾路 1
号，是一家集客房、餐饮、娱乐和会议于
一体的四星级涉外旅游饭店和绿色旅
游饭店。

（3）铜梁龙洲大酒店。位于龙城大
道269号，是一家精品主题风格的酒
店，集自然主题与现代情调相结合的客
房、个性时尚的茶坊、商务会议于一体。

3.行
自驾线路：重庆—渝遂高速铜梁出

口下—原乡中央公园。
4.游
玄天湖、中华龙温泉、原乡中央公

园、望山公园、见水公园、韵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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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为“串”
打造美丽乡村

按照“串点成线、连片扩面”原则，修
建60公里绿道，串联起区内巴川、南城、土
桥、太平、侣俸5个镇街24个村（社区），形
成120平方公里西郊产业示范片，串联起
30余个特色产业基地和乡村旅游景区。
一条绿道，让乡村更畅通、更丰盈、更生
动。

把最好的地方留给群众，把乡村建成
人们喜欢的样子。以绿道为“串”，以沿途
生态农业为“珠”，串起了城市与乡村、美
景与产业，由点及面地撬动美丽乡村的颜
值跃升，串珠成链，连片成景，勾画了美丽
乡村的靓丽底色。2019年，西郊示范片获
评“重庆十大最美乡村”。

绿色为“底”
共享绿色经济

全年花繁叶绿，四季瓜果飘香，生态
是黄桷门村发展的源源动力。以城乡统
筹发展为出发点，以“都市农业”为概念，
该村整合山水田园、花木彩景等资源，打
造了以休闲度假为主导，集都市市场、特
色农业、高科技现代农业、景观生态、休闲
旅游于一体的人文、多元化、高品质的综
合性产业园——奇彩梦园旅游园区。

在绿水青山中，找到金山银山。依托
于奇彩梦园，黄桷门村村民们办起了民
宿、卖起了特产，旅游产业迅速与农业、食

品、电商等产业相互链接，生产、
生活资料变成了休闲旅游产品，
土特产品转化成旅游商品。如
今，黄桷门村年接待游客达100多
万人次。

乡愁为“带”
激活原乡风情

山更青，水更绿，乡愁更浓。
围绕“原乡”主题，铜梁坚持以人
为本，做到依山塑形、见山见水、
内外兼修，彰显山水颜值、人文之
美，打造生态田园城市，让城市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

曾经杂草丛生、污水横流的
淮远河，变成一座自然、生态、野
趣的城市公园，没有边界，“城园
相融”的大美形态尽显。原乡中
央公园的蝶变，正是铜梁秉承“山
头不推、稻田不填”、多给城市“留
白”“添绿”理念的一个缩影。尊
重山形水势，顺应自然肌理，“推
窗见田、开门见绿”的诗意原乡生
活，在铜梁可望亦可及。

体验原乡风情，畅游大美铜
梁。秋高气爽，邀您来铜梁，在乡
村田园间，在绿水青山里，感受诗
与远方。

赵童 龙搏 刘玉珮
图片除署名外由铜梁融媒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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