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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由柘林民间传说
“桃花仙子”改编的爱情故事——《西
海追梦》，便在柘林老镇非遗美食文创
园精彩上演。这是一个大型情景灯光
秀节目，既有诗意的田园牧歌情境，也
有浪漫的桃花婚礼场景，以及柘林大
坝修筑场景，再现了庐山西海人民真
挚向上、至纯至善的良好形象。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
的载体。庐山西海不断加强文化和旅

游的融合发展，结合实际推出系列文化
旅游精品，让文化更有活力，让旅游更
富魅力。

讲好西海故事。挖掘山水文
化、禅宗文化、民俗文化等文化遗
存，通过导游讲、新媒体宣传，把西
海文化展现出来、宣传出去；通过非
遗展演，讲述柘林塔、西海大圣、西
海仙子等民间故事，用神话形式演
绎西海追梦的主题，共飨一场美轮美

奂的文化盛宴。
巧妙嫁接文化。庐山西海在旅

游项目建设中注重融入文化元素，在
湖岛改造中巧妙融入百桥、百园、百
塔，把古今中外的桥、园、塔嫁接到景
区中，形成独特的山水文化。柘林镇
充分融入赣、湘、鄂等美食文化，形成
特色的美食文化。把景区文化元素融
入旅游商品，研发一批文化主题鲜明、
精美实用的文创产品，让文创产品丰

富庐山西海的文化内涵，让文化西海
家喻户晓。

坚持文旅与生态融合发展。庐山
西海不仅打造生态风光景点，还精心
挖掘各类文化底蕴。集生态文化、禅
宗文化、九江文化为一体，精心打造云
居塔；把非遗展演、美食、灯光秀与优美
的生态相互融合，将柘林老镇打造成
文旅新地标，让人记住美景、记住文化、
记住乡愁。

风劲帆满海天阔 俯指波涛更从容
——看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如何谱写景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位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市

西南部，是一处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5A级旅

游景区、亚洲最大土坝水库、全国佛教样板丛林、国

家水利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首批中小学生研

学基地等为一体的山岳湖泊型特大景区。景区总规

划面积495平方公里，由庐山西海湖区和云居山两

大板块组成。

近年来，庐山西海在奋力擦亮“诗画西海、运动

西海、时尚西海、健康西海、文化西海”五大名片的

征程上，不断开辟泛旅游时代新蓝海，全力谱写景

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2020年 12月成功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后，

庐山西海持续发力，紧扣“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

度假区”总目标，坚守保护“一湖清水”底线，严防死

守把好疫情防控关，大力实施“旅游经营提升年”

“项目建设提速年”和“全域旅游落实年”行动。1至

6月，庐山西海接待游客627.8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50.94亿元，比2019年分别增长19.4%和19.47%。

金秋时节,我们在庐山西海等你。

大美湖岛风光：原名柘林水库，由亚洲第一大

土坝——柘林大坝，截江西五大水系之一的修河而

成。水域面积 308 平方公里，8000 多个岛屿，星罗

棋布。岛相依，桥相连，舟相伴，幕阜山脉、九岭山

脉，层峦叠嶂，碧波万顷，绿岛拥翠，犹如颗颗翡翠

落玉盘。

古朴山水胜境：东南隅的云居山，素有“云岭甲

江右，名高四百洲”的美誉，是世界闻名的礼佛朝圣

中心。云居山的真如禅寺，五宗归一，有 1200多年

历史，是中国佛教曹洞宗的发祥地。农禅并重，禅

风浩然，高僧大德辈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历

史名人描摹云居山的诗词歌赋有300余篇。

魅力庐山西海：在庐山西海，可以感受“水天相

映成一色，人船穿游翡翠中”的绝妙意境，体会“一

生西海天下情”的诚挚与悠然。这里有惊险刺激的

峡谷漂流，诗情画意的湖上花岛，丰富动感的水上

游乐，轻松有趣的柑橘采摘，原汁原味的农家美味，

新潮时尚的网红美食。春观景、夏漂流、秋采橘、冬

泡泉，是娱乐休闲、美食“打卡”、度假康养的天堂。

诗画西海添颜值，绿水青山再展新姿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一湖清
水、万岛拥翠，是庐山西海最美的颜值，
是核心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保护好“一
湖清水”是最大的民生期盼。为此，庐山
西海按照“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
理、精美呈现”的要求，统筹推进生态保
护、环境整治、业态布置、美化亮化，打造
升级版“最美岸线”、精品景区，让诗画西
海风景独好。

诗云：“日暮秀凤山，青霭履真如，
百丈峰批黛，千岛珠帘翠。扁舟明镜
行，鹭鸟画中渡，天上仙居地，人间西海

情。”船行庐山西海，穿梭于碧波千岛之
中，心旷神怡。庐山西海归来不看岛。
这里以水为美，以岛闻名，山高、岛秀、
水清、云玄、寺古，有着“中国最美湖光
山色”的赞誉。

庐山西海浩渺辽阔，大小岛屿星罗
棋布，山水交融。庐山西海本着“精品、
精致、精细”的原则，注重提高游客体验，
用“绣花”功夫，做精、做细各项工作。

如今，景区游步道铺设一新、智慧系
统服务贴心……岛屿之间桥梁多姿多
彩、形态各异。大小桥梁，都有一个别致

的名字，“山海桥”“鹊桥”“金龙桥”“明月
桥”……或隽秀，或清奇，或大气，或朴
实，静静伫立于庐山西海绝美山水之间，
让人流连忘返。桥在山间水上，千姿百
态；连岛入林，穿珠成串；凌空飞架，交相
辉映，谱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诗篇。

登高望远，即可体验“海誓山盟”的
浪漫，又能在山水之间，闲庭信步，自得
其乐。泛舟湖上，满眼皆是清澈的湖水
和绿意盎然的岛屿，远山含黛、近水含
情，叹为观止。

运动西海增活力，体育旅游成为新潮流

绿茵场上，足球小将挥汗如雨，不停
驰骋……这是中海庐山西海国际体育训
练基地日常训练的一个剪影。

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庐山西海引入央企投资中
海庐山西海国际体育训练基地建设，并首
创招标专业公司参与项目建造运营的“三
位一体”发展模式。该基地是江西省首个
大规模天然草11人制足球基地，有13片
标准的11人制天然草足球场、3片5人制
天然草足球场，已举办了 2021年江西省
足球协会杯(女子U9)等多项赛事。

近年来，庐山西海以运动休闲为主
题，全力打造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取
得了好成绩。庐山西海射击温泉康养运
动休闲小镇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的评审，

被命名为“国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庐
山西海连续五年被评为“全国体育旅游
精品景区”。体育旅游赛事活动作为拉
动市场、提升品牌的重要措施，庐山西海
依托现有资源，探索举办各类体育旅游
赛事活动，不断叫响体育旅游赛事品牌。

以重大项目建设夯实基础。全面
完成西海漂流“十里画廊”改造提升工
程，推进西海大峡谷、水上运动基地等
体育项目建设；以西海舰队小球休闲
中心项目、中海庐山西海国际体育训
练基地为纽带，推进垂钓中心等一批
运动休闲项目建设，把巾口打造成省
级旅游特色小镇；推进环湖旅游公路
建设，打造北线观光运动休闲带。全
力推进江西省体育局的三大训练中心

建设。中国青年艺术滑水队、海陆空
游艇俱乐部等水上运动项目入驻庐山
西海，多次在全国滑水和桨板赛事中
获得金牌、银牌和铜牌，为庐山西海赢
得荣誉，庐山西海知名度和美誉度得
到进一步提升。

以重大活动唱响品牌。举办中国路
亚黄金联赛、全国家庭帆船赛、环鄱阳湖
自行车赛等大型赛事活动，承办了江西
青少年足球赛事，接待足球训练队员
3500 人次……体育旅游品牌主题更鲜
明、内涵更丰富。

以群众体育活动营造氛围。大力推
动全民健身运动，经常举办龙舟赛、羽毛
球赛、乒乓球赛、篮球赛、登山赛等群众
体育活动，营造浓厚的体育旅游氛围。

时尚西海加气质，湖光山色焕发新魅力

庐山西海青山含黛。登上99米高的西
海之星玻璃观光塔，“中国最美的湖光山
色”尽收眼底。广阔无垠的湖面上，绿岛拥
翠，碧波万顷，水上飞机动感滑翔，爱心岛
浪漫温情，云居山胜境古朴，柘林大坝雄伟
耸立，柘林老镇沉浸在唯美的灯光夜景中
……

惊艳亮相海外。9 月 21 日，正值中秋
佳节，在这个团圆欢庆的日子里，庐山西海
形象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滚动播
出，展示“天上云居，诗画西海”形象，彰显

“中国最美湖光山色”的自信。除此之外，
欧洲时报等网站+公众号矩阵以视频或图
文形式，向欧洲主要国家展示了庐山西海

“天上云居、诗画西海”魅力。除全国各大
城市重要地段的大屏宣传之外，参考消息
客户端、新华联播网抖音视频号等多家媒
体平台，发布庐山西海形象片，在海内外刮
起一股“西海旋风”。

坚强的树备受青睐。在庐山西海，有这
样一座岛叫“沧海一树”，仅由一棵树组成，
被游客誉为“神仙树”“生命树”。日前，“神
仙树”进入微博热搜，阅读量达到 1.6亿人
次，参与点评人数 1.9万人，点赞量 10万+，
成为“网红树”，许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夜经济“火”起来。夜幕降临，庐山西
海柘林老镇非遗美食文创园内流光溢彩，
美食小吃香飘四溢；投壶、枕头大战、水灯
祈福……各种活动精彩纷呈，吸引了众多
游客。中秋小长假期间，柘林老镇非遗美
食文创园吸引游客 9万人次。该旅游项目
利用住、食、游、娱、购、乐、享、康的理念，进
行整体商业运作，通过生态游览、非遗体
验、美食品尝、旅游互动四大卖点，点亮夜
经济，促进夜消费，填补了赣北地区特色民
宿、特色小吃和民俗风情类街区的市场空
白。

“水上游西海”成为新宠。今年“五
一”小长假，庐山西海共接待游客 33.84万
人次，旅游收入达 2.18 亿元，与去年同比
分别增长 442%和 459%。

除了传统的登岛游湖观光和爬山外，
新业态新产品备受欢迎。乘坐游轮游湖观

“沧海一树”的神奇、体验亚洲最大土坝的雄
伟，划着竹筏泛舟碧波之上，驾驶摩托艇体
验冲浪，坐着高空水上飞机感受快感……水
上游西海，成为热门话题，聚人气、引客流。
在巾口水上世界景点，体验“海天一色”水上
游西海的游客，人数是过去的 3倍。游客乘
坐水上飞机激情翱翔，饱览湖光山色。一位
来自武汉的游客激动地说：“坐水上飞机在
高空中看庐山西海，鸟瞰千岛落珠，真是太
美了！”

巾口小镇焕新颜。秋天，走进巾口集
镇，一排排高大的银杏树挺立，微风吹落银
杏树叶，道路铺满锦绣；农业产业园内硕果
累累，千亩果树长势喜人。自 2019年体制
改革后，武宁县巾口乡划到庐山西海管理
以来，该乡成立农旅产业公司，打造千亩果
园，做旺产业，做活旅游。

位于巾口乡的中海度假区，围绕高端
社区、运动休闲、温泉康养、休闲度假、田园
综合体等主题，建设集度假、娱乐、养生等
为一体的度假区，已成为时尚旅游新名
片。站在西海艺术中心外，可以看到景观
墙的曲折回环、浅水池面的映照浸润，建筑
空间似高山之内若隐若现的秘境，经过“山
重水复”的游走，波摇影动，柳暗花明，让人
耳目一新。

健康西海提品质，

高端康养度假取得新突破

庐山西海生态好，作为江西省首
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省级实践
创新基地，牢固树立“尊重自然、保护
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狠
抓生态环境治理，不断巩固经济社会
发展成果。

这里空气清新，每立方厘米大气
负氧离子达15万个以上，是天然氧吧；
拥有一级水质，是“桃花水母”繁衍栖
息地；水产品价廉味美，让游客赞叹不
已；云居禅茶自古留名，既具高山灵
气，又浸佛禅灵性；易家河柑橘获“中
华名果”称号，享誉全国，畅销市场；罗
汉菜、蕨菜、竹笋等山野特产，属美味
佳肴，游客乐意品尝。

如同仙境般的吴王谷、西海大峡

谷，溪水潺潺。植被茂密的森林公园，
参天古木数不胜数，色彩斑斓。山间
石凳小憩一番，充沛的负氧离子，让肺
来个清新之旅；山路平缓，轻松自在，
老少皆宜。

庐山西海蕴藏丰富的地热资源，
流淌着来自地下 450米深处的氡温泉
水。庐山西海国际温泉度假村出水温
度 62度至 67度的高热矿水，属复合型
医疗热矿水，对维护和改善心脑血管、
风湿病、皮肤病有良好的疗效。

庐山西海把优质生态资源与新型
康养度假模式相结合，推出“富氧”生
态旅游线路，融合温泉疗养、美容养
颜、康体养生，全力打造国家级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

文化西海聚内涵，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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