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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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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文俊 通讯员蒋小维 文/摄

2018 年，全州县接待旅游总人数 364 万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 30 . 7534 亿元，均比 2017 年增长了 3
倍。依托旅游和相关产业，近三年来，该县实现了 49
个贫困村 8338 户 29643 人脱贫摘帽。

近两年，全州县旅游呈现井喷之势。《加快旅游业
发展暨促进全域旅游开发扶持办法》的出台，更是将全
州旅游这把火进一步烧红烧旺。今年，县委、县政府乘
势而上，于 5 月 9 日召开全县旅游发展大会，明确提
出全力推动旅游产业大发展、大跨越，使旅游成为全县
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力争今年内实现旅游接待人数
700 万人次以上、旅游综合收入 70 亿元以上。这也标
志着该县全面吹响旅游发展集结号，开启了旅游跨越发
展的“加速度”。

“全州是一片红色热土，我们将立足深厚的历史文
化和优越的生态环境等资源优势，以‘红+绿’构建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把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转化为
创新驱动优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恩奋进、砥砺
前行，为实现全州跨越式发展奋力赶超。”全州县委书
记林武民介绍说。

红色热土掀起红火旅游

全州是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全县 11 个乡镇均留下
红军的足迹。在这青山绿水间传颂着众多革命先烈可歌
可泣的故事，红色文化遍洒这片绿水青山，红色基因深
植这块英雄的土地，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近几年，我们充分利用全州县红色文化和绿色生
态等资源优势，打造精品旅游线路，让旅游发展红红火
火。”全州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刘雄生介绍
说。

位于全州县南部的安和镇龙井村，一条清澈无比的
小河横穿整个村庄，因河水色彩奇丽而被称为“小九
寨”。 1934 年，红军长征时红三军团彭德怀军团长等
红军将领、战士在这里曾留下过足迹，红军战斗的故事
在这里家喻户晓。

依托村里的自然资源优势，镇党委、政府在龙井村
规划修建了桥梁、观景台、休闲凉亭、滨水平台、文化
广场、生态停车场、旅游厕所、沿河休闲步道及导览标
识牌等旅游服务设施，并对村内部分区域进行整理和绿
化美化，增强了旅游服务及接待功能，让游客更好地欣
赏这颗“蓝宝石”的美丽。与此同时，对青龙山村、龙
井村、大塘村、文塘村等连片景观资源进行整合，将红
色文化、风土民情融入青山绿水中，推出青龙山村至龙
井村的“红色教育”精品路线，形成了以“红、古、
绿”为主题的特色旅游。据统计，该路线自开通以来，
已接待广西警察学院侦察队等 20 余个团体共计 1000
余人。

龙平生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17 年，
当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时，他和妻子开始经营起村里第一

家农家乐。也正是 2017 年，当壮族“三月三”遇上了
传统的清明节，广西迎来 6 天长假，龙井村的生态休
闲旅游迎来了一次大爆发。整个假期“人满为患”，也
让龙平生等村民顺利挖到了旅游“第一桶金”。

如今两年过去了，在持续火爆的旅游“催化”下，
龙井村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增长。据统计，目前村里已有
40 多家农家乐餐馆。今年以来，全村接待游客超过 30
万人次，日最高接待游客量突破 5000 人次。

与安和镇一样，两河镇也留下无数红军长征的足
迹。作为湘桂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这里曾经是南来北
往的商贾必经之地，红八军团、红十八团在这里与国民
党部队发生了惨烈的战斗。近年来，两河镇依托“湘桂
古大道，红军长征路”红色线路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
境内的刘天坑群、大美新富江、鲁水万亩李园等自然生
态优势，先后打造了鲁水至新富段湘桂古道，古岭头战
场遗址，板塘、耳木塘红军牺牲地等红色文化生态观光
旅游点，形成一条集红色文化、生态观光、农业产业发
展高度融合的红色旅游示范带，开辟一条当地群众致富
增收的旅游大道。

“下一步，我们还将深入挖掘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加快建设连接灌阳、兴安、资源三县重要遗址点的桂北
红色文化旅游大通道，以湘江战役觉山铺战场遗址、两
河湘桂古道为重点，打造多条桂北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
路，以旅游引领产业发展和村民脱贫致富。”县旅游局
局长刘雄生介绍说。

旅游“带飞”特色产业发展

今年 3 月 15 日，两河镇首届李花旅游文化节成功
举办。 3 月的两河，绿意盎然。鲁水村的万亩李花漫
山遍野，犹如一片白色的海洋。在这里，游客们体验了
百人李园欢乐跑、李园旗袍秀、瑜伽秀和农家长桌宴等
一系列精彩活动。

首届李花旅游文化节的举办，是两河镇以花为媒助
推红色旅游和特色产业发展的成功尝试。据了解，自
2000 年以来，该镇在鲁水村引导农户开展布朗李种
植。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鲁水布朗李种植已达 6000
多亩，亩产值 0 .8 万元以上，年产值达 5000 多万元，
仅此一项种植户年人均增收 1 . 2 万元。满山遍野的李
树春可赏花、夏可摘果，再注入红色文化，推动“旅游
+特色产业”深度融合，不仅让旅游有了“灵魂”，也
为特色农业产业披上靓丽的“嫁妆”，大大提升了产业
附加值。

全州是农业大县，素有“桂北粮仓”的美称，拥有
葡萄、李子、香瓜、大蒜、金槐等一大批特色产业。一
直以来，和全国各地农产品一样，因为缺少深加工而导
致农产品附加值不高、效益不明显。如今，当特色农产
品遇上“旅游”，特色产业逐渐开始“华丽转身”。

安和镇龙井村的生态旅游发展，让当地村民尝到了
“旅游饭”的甜头。在此基础上，当地群众还通过“以
点带面、连线成片”，积极发展 600 亩连片油菜基
地、香芋基地、泗溪沃柑基地、禾花鱼养殖基地，推进

“旅游+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其中，都庞芋香示
范区、泗溪沃柑示范区以“党群+合作社+基地”模
式，带领周边发展产业实现脱贫致富，让产业越做越
强，让村民越来越富。

近年来，枧塘镇以示范引领助推特色农业发展，成
功创建了全州吐鲁番葡萄现代特色农业市级示范区，全
州县远志现代农牧养殖县级示范区正在创建市级现代特
色农业示范区。其中，位于枧塘镇芳塘村委的全州吐鲁
番葡萄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核心区面积 3000 亩，辐
射带动周边村委和其他乡镇种植葡萄 11000 多亩，年
产量 38000 吨，产值 3 亿余元。 2017 年，示范区内
人均纯收入达 18000 元，被评为桂林市现代特色农业
示范区。 2018 年被评为全区巾帼科技示范基地。

在此基础上，枧塘镇依托红色文化、农业观光等资
源优势，发展乡村生态旅游。重点抓好了思源民俗博物
馆、瓦窑岗生态农业观光走廊、井源生态农庄、全州县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遗址群——— 红色旅游骑行步道(枧塘
段)的开发建设。其中，思源民俗博物馆已启动申报 3A
级旅游景区，正在积极创建 4A 级旅游景区。不仅如
此，该镇结合当前生态旅游的需要，修建了观景台、大
型停车场、采摘通道、骑行绿道、葡萄文化长廊等景观
设施，将特色景致、休闲养生、葡萄文化等元素融入乡
村游。

旅游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也实现效益的叠加提升。
“我家的葡萄亩产 3000 多斤，今年的收购价格为每斤
5 元，每亩收入达到 1 万多元，总共 4 亩可以有 6 万元
的收入。”枧塘镇瓦窑岗村村民黄钱斌笑着说。由于游
客众多，每到葡萄收获的季节，枧塘镇里总是这样一幅
场景：一根根葡萄藤被打理得井井有条，一串串色泽鲜
亮的葡萄沉甸甸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大批客商纷
纷赶来收购，慕名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葡萄园里热闹
非凡，充满村民丰收的喜悦和游客采摘拍照的欢乐笑
声。

通过示范区建设，带动全镇种植葡萄达 11000 多
亩，香瓜 3000 多亩，大蒜 2000 多亩，金槐 10000 多
亩，初步形成了以葡萄、香瓜、大蒜、金槐等为主导的
“一村一品、一镇多品”现代农业产业新格局。为了破
解脱贫攻坚难题，该镇还探索发展“合作社+基地+贫
困户”的模式，通过“枧塘镇能富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枧塘镇丰利香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专业合作
社，带动全镇农民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累计带动
600 多户贫困户参与，促使 320 多户贫困户通过发展
优势特色产业增收脱贫。

重大项目推动旅游提质增效

6 月 29 日，全州大碧头健康旅游示范园泡池区温
泉 1#、 2#井开始试运营，标志着经过一年的建设，全
州大碧头国际旅游度假区建设取得初步成效。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州旅游的一个拳头产品，
引领全县旅游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刘雄生介绍说。
据了解，全州大碧头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奠基开工，项目规划总面积 12415 亩，总投
资 30 亿元，计划以 5A 级景区为目标，挖掘和利用
大碧头自然特色景观和宾氏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打
造全州首个特色乡村旅游项目。同时将进行时尚化、
体验化、创意化和国际化演绎，把大碧头打造成创新
型、生态型和国际型的旅游胜地，并形成旅游产业聚
合力。

随着项目进入试运营阶段，不少市民以及外省游
客陆续前来游玩。 10 座坐落在青翠山岭上的蘑菇形
温泉别墅小屋装修完毕，并于近日迎来了第一批住
客。

“旅游项目的建设，不仅帮助解决村民的出行、
生活，而且带动周边大量的就业，反过来又促进本地
经济的发展。”大碧头度假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大
碧头村距离全州县城 29 公里，这里是从湘桂古道进
入全州县的第一个村落，有“云中石寨”的美称。然
而，就是这样一个风景优美的古村落，曾因交通不
便，被人称做“没人嫁的村子”。大项目的落户，为
这个偏僻的村子“送”来了一条宽阔平整的道路，仅
需 10 分钟车程，就可以从黄沙河高速公路出口直达
这里。与此同时，通过和谐拆迁，不仅解决了原住户
搬迁安置问题，村民还能免费获得门面，得到景区
20% 的收入提成分红，为村民就业和参与旅游经营
提供良好条件。此外，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进村施工建
设，也产生了大量的吃住需求，村里的农家乐应运而
生。不少年轻人加入自主创业的队伍做起了餐饮，村
民的房屋也能用来出租，且租金相当可观。

“我在外地工作了十年，一直想回全州发展，这
次终于如愿以偿了。”旅游度假区员工黄水秀介绍
说。据悉，目前该项目吸纳当地村民 1658 人就业，
其中贫困人口有 30 人。

全州大碧头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建设，是该县以重
大项目建设为引领，推动旅游提质增效的缩影。记者
了解到，近年来，全州县持续推进景区景点提档升级
和重点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其中，打造了以古树茶
花为主题、农旅结合的现代农业核心示范区——— 桂林
国际茶花谷被评为国家 3A 级景区，湘山景区拟评为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安和龙井成功创建五星级乡村
旅游区，文桥雅文睿丽成功创建五星级农家乐，全州
镇绿岛山庄、龙水荷花山庄、安和上乐园成功创建四
星级农家乐。

与此同时， 2018 年 12 月 29 日开业的天湖滑雪
场，开业当天就接待游客 2000 人次，成为华南首家
户外高山大型滑雪场。大碧头国际旅游度假区列入桂
林国家健康旅游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 6
亿元，基本建成温泉池、旅游小镇、汤屋、稻田餐厅
主体项目。

目前，全州县旅游线路基本成型，和顺等旅行社
组团入境。

全州这块曾经作为湘江战役主战场的红色热土，
如今正以红色为引领、绿色为底蕴，开启全域旅游发
展的“加速度”，迎来旅游跨越发展的春天。

▲新建成的全州大碧头国际旅游度假区将成为休闲好去
处。

全州打造的多条精品红色旅游路线，吸引了众多团体
和游客前来“重走长征路”和参观游览。

全州县城远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