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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生态文明的“城
口源”，推动生态资源价
值化。 “

两高（高速、高铁）”
时代渐行渐近，生态明
珠熠熠生辉，大巴山深
处的城口，迎接游客的
不只是一份清凉，还有
得天独厚的生态自然资
源、生态气候资源、生物
多样性资源、生态红色
民俗旅游资源、生态产
品资源。

无论你来大巴山干
什么？先要问一问山，
山会给你答案……一场
立足在地资源、挖掘在
地文化、升级在地产业
的农文旅融合探索，在
城口正拉开帷幕——

城
口

生态价值化
拓宽农文旅融合路

本版文图由城口县委宣传部提供

黄安坝、亢谷、九重山、青龙峡、鸡
鸣寺、苏维埃政权纪念馆、红军公园
……城口景点景区众多，加上独具特
色的高山、峡谷、溪流等，旅游资源丰
富。当地游的“短板”重点是接待能
力不足和设施需要升级。

自2011年以来，城口一直打造
“大巴山森林人家”，并成为当地公共
旅游品牌。但这些由各农户原有民
房改建的森林人家，设施简陋，千篇
一律接待避暑游，有数量、没质量、差
特色，集中规模效应差、游客体验感
不足，离规范化旅游住宿还存在差
距。

“串点成线、连线成片的旅游集
群片区就是‘大巴山森林人家’的升
级版。”陈良丰介绍，2017年，县里确
立了“重点景区+乡村旅游集群片区”
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思路，结合各乡
镇农业、文化、旅游等独特资源，连片
打造河鱼两扇门、沿河迎红、双河八
台天寨、高楠方斗坪、北屏太平等12
个“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片区，解决
贫困群众就业，促进贫困村农副产品
变身旅游商品。

为此，城口推动农村“三变”改
革，鼓励农户采取“以房联营、以地入
股”的方式合股联营，打捆各类分散
土地和房屋，吸引政策性投资、社会
资本、银行资本等参与大巴山森林人
家（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建设；同时争
取财政投入同步推进错车道、停车
场、旅游观景平台等旅游配套设施建
设，构建旅游交通环线，提升旅游场
所接待能力和接待质量；聘请专业团
队对每个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片区
的建筑独特性和旅游产品特色化进
行设计。双河八台山集群片区采用
山地小镇的建筑风格，主推当地风俗
风情体验；巴山坪上集群片区以鱼文
化为主题，打造湖滨休闲度假乡村；
沿河北坡集群片区将当地竹元素融
入到建筑和食材当中，打造竹主题特
色村……截至目前，全县形成了“景
区带动类”“农业观光类”“农趣体验
类”“民俗文化类”“农家生活类”“休
闲度假类”“滨水活动类”“森林康养
类”“避暑纳凉类”等多种类型的大巴
山森林人家集群片区。

截至目前，城口已基本建成厚坪龙
盘、岚天岚溪、巴山坪上、河鱼两扇门等
10余个“大巴山森林人家”集群片区。
今年8月，厚坪龙盘大巴山森林人家集
群片区开始营业。

“开业两个月，接待了3万人次，
卖了10余吨腊肉，创收近200万元。”
厚坪乡党委书记肖体勇介绍，政府投
入1.5 亿元资金完善道路、院坝、河
道、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撬动了
1.5亿元社会资本，将猫儿坝、新房子、
雷公坝3个点串联起来，集合了37家
大巴山森林人家，添置了供暖设施，
形成了1500个房间2500个床位的接
待能力，游客既可以夏季来避暑，也
可以冬季来赏雪。

山地特色生态农业为底色，红色
文化、生态文化、巴渝文化、秦巴文
化、民俗文化为魂魄，一条农文旅融
合新路径正在城口的绿水青山间开
辟、延伸。

红军村“火”了。
国庆小长假，城口县高燕镇红

军村何家坪（土地名）龚佑美家的
灶堂就没熄过火，一拨一拨的游客
到村里瞻仰红军遗址、采摘荷花莲
子，到她家品尝城口腊肉。

在红军村，红色文化不只是旅游
景观，更成为村民脱贫的精神支撑。
龚佑美丈夫瘫痪、大儿子脑瘫，二儿
子与小女儿只有10多岁，她哪能不
累？但龚佑美说，游客来了，农家乐
有了收入，生活就有了盼头。“农文旅
融合是城口的最大潜力，也是城
口人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城口
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树牢“生
态+”理念、构建“+生态”体系，
城口不断探索生态资源价值化，
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

何家湾海拔1000多米，去年
以来， 这里建起了120亩花卉苗
木产业基地、100亩大黄种植基地、
150亩高山生态水稻种植基地、50
亩莲藕基地。

山高峡横密林深，生态优良满
山珍。城口“九山半水半分田”，很
多村里与红军村一样，山高、坡陡、
谷深，“散而小”是城口农业的“短
板”。但特殊的地形地貌构建的立
体气候，却孕育了城口山地鸡、城
口老腊肉、道地中药材、中蜂百花
蜜、优质食用菌等城口独特的生态
优质农产品。

与此同时，城口属全国两大天
然富硒带之一(秦巴山区富硒带)，土
壤硒含量高达1.41(微克/克)，是全
国平均值的近7倍，区域内所生产
的马铃薯、核桃、板栗等农林产品，
天麻、党参等道地中药材，城口山地
鸡、城口老腊肉、牛羊等畜禽农产品
最低硒含量均高于全国平均值。

“农文旅融合，农业是底色。

生态、富硒就是城口农业的底色。”
城口县委负责人介绍，全县因地制
宜、因时制宜，实施“七大农业产业
扶贫行动计划”，在“鸡窝地、巴掌
田”探索发展山地特色生态农业，
构建起“山上中药材、林下山地鸡，
坡上核桃树、百花中蜂蜜，香菌巴
掌田、杂粮鸡窝地，火炕老腊肉、冷
水生态鱼”生态立体农业产业格
局，着力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化，整
合生态自然资源、生态气候资源、
生物多样性资源、生态民俗旅游资
源，合力培育特色农产品。

合指为拳，聚沙成塔。全县
190个村和涉农社区清理集体资
产13.7亿元，集体土地42.6万亩，
确认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21

万余人；配置股份 21万余股，以
入股方式集中到村集体经济组
织，与市场主体合作发展山地特
色生态农业。

城口县农业农村委主任许衍
介绍，现在，天宝药业带动中药材
种植、花千源蜂业带动蜂农养蜂、
奇缘生态农业带动食用菌栽培、包
黑子带动笋竹生产加工，城口先后
引进和培育18家农产品加工企业
建成休闲食品生产线10条，县内
农产品加工达到 40 余个品种。
2019 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
16.97亿元，同比增长18.9%。

城口物种丰富，植被繁茂，生
态系统完整。目前，全县有道地中
药材6种，有效期内无公害农产品

81个、绿色食品43个、有机食品31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5个、富硒产品
2个、重庆名牌农产品6个，先后获
得“中国天然富硒农产品之乡”“中
国绿色生态中药材示范县”等荣誉
称号。

9月23日，在2020年中国农
民丰收节开幕上，城口县发布打造

“大巴山硒谷”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展现城口独有的生态价值、区
域特质，助推农业产业生态链、价
值链、产业链的加快形成，促进农
业产业提质增效。

有了生态化发展的“新平台”、
有了共同的“金字招牌”，城口农业
夯实了农文旅融合的基础，有了

“大巴山硒谷”接待游客。

“山远，心更野。”这是“大巴山
硒谷”的宣传口号。“山”，凸显产品
原生环境；“远”，远离喧嚣污染；

“心更野”，传递城口豪放自由的大
巴山文化。

“打造‘大巴山硒谷’也是一种
文化行动。”城口县文旅委主任陈
良丰介绍，城口推进文农旅融合，
在发展山地特色生态农业基础上，
培育壮大文创产业，实现“接二连
三”，把农林产品变成康养商品、旅
游商品，凸显“巴山、生态、康养、原
乡、人文、红色”特质，全域发展生
态旅游。

在红军村，一条15公里长的红
色之旅观光步道将红军医院、战壕、
哨卡、藏身洞等红军战斗遗址串联
起来，以红枫林、红军广场、红军雕
塑、红色文化民宿的红色旅游线路
逐渐形成。红军村党支部书记谢正
学说，盘活红色资源，不但吸引了游
客，红军精神更激励了村民打赢脱
贫攻坚战。

每年盛夏，一台群众自编自导

自演的实景情景剧《山恋·河鱼》在
河鱼乡上演，让游客“领略农耕文
化、追忆农耕岁月”。与此同时，河
鱼乡还深挖“渔樵耕读”农耕文化，
打造农耕文化长廊、农耕博物馆、
农耕广场以及农耕体验，连续4年
举办农耕文化旅游节，集中展示本
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
唤醒游客灵魂深处的“乡愁”。

……
“农文旅融合并非农业、文化、

旅游的简单相加，三者是互相包
含、相互促进的。”山东临沂市朱家
林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发起人与总
设计师宋娜说，农文旅融合要立足
在地资源，挖掘在地文化、培育在
地产业，与当地百姓共学共创、共
建共享，固老根嫁新枝，探索农文
旅融合新路径，“越本土越世界，用
本土回应世界，让外来人欣赏我们
的生活。”

宋娜先后8次到城口考察，被
大巴山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迷住
了。当地村民与5000多个物种和

谐共生；中国三宝“树割漆、蚕吐
丝、蜂酿蜜”，城口就有两大宝。她
认为，城口大巴山文化资源以及城
口原住民本身的道德与精神价值，
都是独一无二的。

“无论你来大巴山干什么，先
要问一问山，山会给你答案。”这句
话让宋娜来了灵感，把项目取名叫

“问山”。她决定扎根城口，走进当
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生态去寻找
城口农文旅融合的答案，“问寻大
巴山、寻找生态文明的‘城口源’。”

在城口县的支持下，宋娜计划
在土城老街利用闲置老建筑改造
搭建农文旅融合孵化平台，以外脑
孵化内脑，为城口乡村振兴、新型
业态培育、生态经济转型升级等进
行持续性培育与陪伴工作；在北屏
乡松柏村，依托原生态野生大木
漆，打造文人生态艺术村；在岚天
乡，培育农民品牌双创村；在龙田
乡，建造仓房生态经济转型社区。

在北屏乡松柏村，宋娜以当地
特有原生态野生大木漆为载体，从

漆树种植、割漆，到漆成品、漆艺、
漆艺研学，再到《漆山歌》舞台剧创
作，构建大木漆文化艺术产业链，
形成艺术赋能乡村振兴，推动城口
从廉价资源输出到艺术价值升级，
进一步实现生态产业转型。

今年7月，驻村艺术师释圣航在
问山一号落户，将古琴文化带到松柏
村，并将1000余斤大木漆销往国内
外，实现产值30余万元；法国漆艺师
文森·漆落户问山3号，把一种艺术生
活的方式带进城口，也把“城口源”带
到国际；农民艺术家高世亮、陶艺
大师李文红、来自宝岛的当代艺术
创作家黄国记、生态微产业孵化师
戴瑶强、埃及建筑师外龙等陆续进
驻松柏村。

“引入具国际价值的漆工艺
师，撬动各领域文人大师，形成新
文人价值和当代生态产业思维，带
动在地资源活化，为城口可持续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多元性，促进生
态文明产业升级。”宋娜说，这就是
她在松柏村的农文旅融合探索。

培育打造“大巴山硒谷”

促进生态文明产业升级

城口彩叶

游客在城口县高观镇核桃产
业基地体验核桃采摘

城口县“蓼乡梨坪”景区

升级
“大巴山森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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