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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聚力 同源筑梦

“感受·一起趣西行” 唱响“双城记”

从 古 韵 巴

地到天府之国，

从彩色森林到

花田喜事，从温

泉之乡到芙蓉

古城……巴山

蜀 地 ，遍 地 珍

宝，俯拾皆景，

触手可及。

9月 10日，

2021“感受·一

起趣西行”活动

在巴南和温江

启动，五大场景

活动、两大特别

策划，让市民游

客充分领略“诗

和 远 方 ”的 魅

力。

唱好“双城

记”、共建经济

圈 ，文 旅 要 先

行。“趣西行”解

锁的不仅是线

路和体验，更是

态 度 和 行 动 。

“同根聚力，同

源筑梦”已在这

里发出时代最

强音。

长江边上，听风吟唱，诗酒无限
好！

9月10日，伴随自驾车队引擎鸣
响，2021“感受·一起趣西行”自驾体
验车队正式从温江启程，前往体验线
路目的地——巴南。

在南温泉，游客们寻找老重庆记
忆，泡了造型、功能和水温各不相同
的温泉池，体验了一回郭沫若“浴罢
温汤生趣满，花溪舟楫换人回”的豪
情；在丰盛古镇，游客们打卡了各类
宫、殿、堂、院、楼、街、巷、店、铺、民宅
等建筑，品鉴了烟熏豆腐干、香烤腊
肉、秘制米花糖、手磨豆花等特色美
食，领略了一场千年繁华的慢生活；
在彩色森林，十里彩色长廊让人置身
油画，人在画中走，景在行中游……

此外，还有云林天乡、汉海海洋
公园、华熙LIVE等文旅新地标，也
是熠熠生辉。

“金秋的巴南，能一睹‘霜叶红于
二月花’的盛景，能看到幸福的格桑花
在天坪山上绽放，能感受到菊花展‘满
城尽带黄金甲’的视觉冲击，还能体验
惊艳静谧的山野民宿、惊险刺激的低
空飞行项目、大快朵颐的特色美食
……真可谓触目皆景，伸手可及！”多
位参与体验的游客称赞道。

据介绍，本次“感受·一起趣西
行”活动，由成都市温江区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巴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办，以“感受”为主题，通过“主
题沙龙”“文化影展”“主题音乐会”

“自然体验厅”“西行集市”五大场景
活动，“西行笑脸摄影征集”“川渝线
自驾行”两大特别策划，让市民游客
体验西部魅力风情。

“同根聚力，同源筑梦。建设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党中央着眼新
发展阶段、经略西部腹地、完善区域
布局、促进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项
重大举措。而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题中要义，本次活动就是互推文
旅优质资源、共同拓展客源市场的
生动尝试。”巴南区文化旅游委相关
负责人称。

事实上，除了文旅资源互推、客
源市场共享，本次活动还是不久前举
行的2021巴蜀文旅融合发展论坛理
论成果的生动实践。

该论坛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
市巴南区人民政府指导，重庆主城都
市区旅游协作组织主办，重庆市巴南
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巴
文化研究会等单位承办。

论坛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
文旅交流合作签约、文旅推介等一系
列活动，勾勒出了巴蜀文旅融合发展
的美好图景。

“商周时期，巴国与蜀国在汉中相
邻，而蜀国在四川盆地东部包有巴地，
当战国时期巴国进入四川盆地后，又
西与蜀国紧邻，二者在频繁的和与战
中得以在青铜文化、民族文化等各方
面达到充分交流、互动和交融，直至形
成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论坛上，四
川师范大学杰出教授、巴蜀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段渝分享了他的观点。

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巴蜀文化的
萌芽阶段，夏商周时期为巴蜀古代文
明起源、形成并达到第一次鼎盛阶
段，秦汉时期为巴蜀经济文化转型，
全面融入华夏文化并达到第二次鼎

盛阶段，唐宋时期为巴蜀文化第三次
鼎盛并达到高峰阶段，清代为巴蜀文
化重新走向鼎盛并逐步开始向近代
化转化的阶段。

巴蜀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处于
中国西部和长江上游地区的枢纽地
位。由这一地理上的枢纽区位所决
定，巴蜀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
防、资源、对外贸易等方面，历史上都
处于中国西部和长江上游地区的中
心位置，由此决定了巴蜀战略地位的
重要性。

“从国家经济板块来说，巴蜀地
区是正在迅速崛起的第四极，增长十
分迅猛；从游客视角，巴蜀地区特色
鲜明、体系完整，是引人入胜的旅游
胜地；从文化角度，巴蜀同根同源，各
具特色，又渊源深厚；从网民身份，这
里美食诱人，网红打卡地创新频现
……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大有可
为。”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所所长吴
丰林在论坛上表示。

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要战略
取“大”、序次有“为”、规划要“实”。

战略取“大”，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承载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因
此要实施大战略，即大空间对接、大
项目引爆、大市场营销、大产品构建。

序次有“为”，要分类有序、主次
分明，抓住文化、旅游空间、全域旅游
示范区等几根主线，一步一步去推。

规划要“实”，要系统分析，找准
旅游发展在国民经济、宏观区域中发
展定位的最有效手段，制定科学规划
方案。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有许
多相同之处和永远割舍不断的
关系。明初和清初两次大规模

‘湖广填四川’移民，形成了巴蜀
人民海纳百川、包容开放、吃苦
耐劳、自强不息的气质性格特
征。”重庆市城市规划学会常务
副理事长、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专
委会主任委员何智亚在论坛上
表示。

重庆和成都都是充满希望、
充满发展机遇的城市，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具有极大的发展空
间和前景，两地互补、互助、互
学、互动，比肩前进，共同发展，
必将会成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
要增长极。

同时，成渝两地在历史、文
化、人文、经济结构、社会发展、
城市风貌、城市个性等方面保持
有各自特质和差异。这些不同
与差异，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
丰富性、包容性，有利于避免城
市同质化和千城一面。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要
把提升城市品位、加强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与城市特色风貌建设
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不断加大投
入力度，传承城市文化、突出城
市特质、彰显城市特色风貌，促
进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融合共享，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才能成为全
国乃至全世界极具特色和魅力
的走廊。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
长白九江在论坛上称，生活的大
山大水，塑造了巴人敦厚直率的
风土人情；辗转迁徙的曲折历
史，造就了巴人忠诚劲勇的品
格；多元族群的组成结构，涵养
了巴人开放包容的气度。

巴文化展现的主要人文特
点，可以归纳为“奋勇向前、道法
自然、喜乐阳光、创新发展”的精
神。如巴人伐纣“前歌后舞”、巴
蔓子“割头不割地”的英雄壮举
万古流芳；石刻文化三教合一，
庄严生动、兼容并包，是外来文
化中国化的最好注解；宋元（蒙）
战争山城防御体系，影响世界，
攻防双方坚韧顽强、英雄辈出，
战争与和平的智慧在这里发挥
得淋漓尽致；三峡文化灿若繁
星，盐业、诗词、战争、三国、航运
等文化犹如一颗颗珍珠，连缀成
一条历史悠久的文化长廊。

“文旅融合缺的是中间产
品，文化载体和文化元素的转
化，只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方能激活更大动能。”白
九江说。

“构建重庆文旅发展新格
局，可打造世界级平行岭谷文旅
典范。”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罗燕在论坛上表示。

重庆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除了著名的洪崖洞和长江索道
外，还有旅游资源单体4042个，
涉及8主类、39亚类、110个基
本类型。其中，优良级单体旅游

资源230个，包括五级以上最优
级旅游资源31个、四级以上104
个，涵盖大都市、大乡村、峡谷大
川、温泉湖泊、民俗风情、历史文
化等多种类型。这些资源为构
建层次化、系列化、特色化的具
有世界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旅游
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不过，旅游热也要有冷思
考。目前，重庆旅游有人气，但
人均消费低，过夜游客占比低，
一日游占比高，景区多以免票为
主，很少产生二次消费、三次消
费；高附加值旅游产品供给不
足，多元化的旅游产品研发有待
进一步加强；从游客来源结构
看，境外游客不多。

重庆坐落于四川盆地的东
南边缘，位于四川盆地向盆周山
地的过渡地带，在众多走向一
致、相互平行的山脉之间，被誉
为“世界上唯一生长在平行岭谷
的大城市”。特殊的地理环境深
刻影响着重庆的城市建设、生产
与生活及空间格局发展，形成了
重庆山、水、城共融共生的特殊
空间格局。

“我们可依托重庆平行岭
谷，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罗燕称，这在加拿大、美国都有
成熟案例。具体为，突破行政区
划壁垒，借鉴国外成功案例，利
用平行岭谷地貌对文旅资源影
响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大都市带
动两翼发展为根本途径，提出基
于全域旅游背景下文旅资源开
发与整合的新策略，主要包括整
合新的文旅资源、构建新的空间
格局、植入新的旅游体验方式、
建设文旅主题产品、加强宣传与
推广等。

在做好现有的两江四岸、山
城步道、艺术湾区、西部（重庆）
科学城文旅资源为主的市域景
观格局上，向重庆主城“四山”

“两脊”扩展，梳理出全新的眺望
观景平台及其视域范围，构建以
大都市文旅资源为基础，以新的
眺望观景平台为典型、山脉自然
景观旅游资源为补充的新的文
旅资源库。

同时，建设世界级文旅主题
产品，包括打造世界知名山水都
市旅游品牌、长江三峡国际黄金
旅游带、世界温泉之都品牌、国
际国内知名的生态康养和休闲
度假旅游目的地等。

主旨演讲之后，论坛特邀专
家、川渝区县代表、文旅项目运
营方代表等围绕“巴蜀如何联动
打造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话
题，进行了思想碰撞和建言献
策。

江风无限好，诗酒夕阳间。
巴山蜀水，已备下饕餮文旅盛
宴，让您“乘兴来尽兴归”！

盛志信
图片由巴南区文化和旅游委员会提供

“趣西行” 巴风渝韵醉游人

战略取“大” 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厚植文化 互补互助互动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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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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