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小渔溪村，位于芷江侗族
自治县木叶溪乡东南部，临舞水河畔，属蟒电工程移民村。

近年来，该村以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业为龙头带动全
村经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吃农家饭、住农家屋、游农
家景、享农家乐”，小渔溪村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和独特
的区域优势逐渐吸引了省内外大量观光度假游客。

事实上， 作为芷江侗族自治县旅游的重要组成部
分，小渔溪村一直备受木叶溪乡党委、政府的重视。近年
来，为深入贯彻县委、县政府“旅游兴县”战略，积极开展
创建“湖南省特色旅游名村”活动，该村成立了以村支书
为总顾问、村长任组长的村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制订出
详细的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在乡党委、政府和县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下，该村大
力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和景点建设。 对景点道路、垂钓中
心、野营、烧烤、种植、采摘等多种自娱体验项目进行了
改建和维护。

“要把游客当成是自己亲人一样，让他们在小渔溪
村真正享受到生态旅游带来的快乐。 ”为进一步提高旅

游服务质量，小渔溪村坚持落实服务热线制度，及时受
理游客咨询、投诉，协助游客解决在景点内遇到的各类
问题，有效规范了经营秩序。

村里还与所有山庄及农家乐业主签订责任书、 协议
书，完善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行为,并建立健全了景点应
急中心，制定了安全生产、防火、食品卫生、交通安全等各
类规章制度， 还定期对所有景点及休闲娱乐场所进行安
全检查，及时整改，消除隐患，杜绝事故。 截至目前，小渔
溪村旅游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极大地确保了旅游者的
合法权益。

“接下来，我们将在充分利用现有种植、养殖的基础
上，结合独特的地方文化及人文景观，将生产和旅游综
合考虑，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运用现代造园手法，表现
时代风格， 探索一条高效农业与旅游观光互为补充、相
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以建立最佳结构的休闲观
光农业模式。 ”小渔溪村村长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着力
抓好旅游品牌建设，开发精品旅游项目，促进小渔溪村
旅游产业的不断壮大。

唐 璐

这边风景独好
——— 木叶溪乡小渔溪村特色旅游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旅游景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址：1947 年，国民政府

在原受降地修建了“受降纪念坊”,该坊为国内纪念抗战和
二战胜利唯一标志性建筑， 为全世界八座著名凯旋门之
一。 1985 年对外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全国重点纪念馆之一、国家级 4A 级旅游景点、湖南
潇湘百景之一。

飞虎队纪念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空军英雄
陈纳德率领的空军飞虎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以芷江
机场、云南昆明机场等为空军基地对日本空军和地面部
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
巨大贡献，此馆为此而建立。

龙津风雨桥：世界上最长的侗乡风雨桥。 位于县城
中心，初建于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 年），几经圮毁，多次
修复，历经四百余年，一直是湘黔公路交通要塞，亦是商
贾游客往来云集最繁华的地方， 史称 “西南三楚第一
桥”。 2000 年 12 月，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授予该桥为
“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

万和鼓楼： 位于县城舞水河东岸，320 国道可直达。
是侗家标志性建筑。2005 年建成，中心鼓楼高 23.8 米，共
15 层，楼顶的宝葫芦上插一把芦笙，楼中大柱的围径有
两百多厘米。 另有四个一样大的小鼓楼围在中心鼓楼四
角，皆为七层。 鼓楼每层都呈八面，伸出弯弯翘角。

五溪源民俗风情园：是湘西周边规模最大、文物珍
藏最多的民办博物馆。 园内集中展示了大湘西各民族先
祖们传承下来的文物近万件。 园内可欣赏到充满神秘而
又精彩绝伦的巫滩绝技表演和侗民族歌舞表演，有极具
侗民族特色的合拢宴，还可免费品尝到闻名遐迩的芷江
鸭、新晃牛肉、靖州杨梅酒、雕花蜜饯、野生甜茶等五溪
土特产。

天后宫：始建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是我国内
陆地区最大的一座妈祖庙，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
南潇湘百景”之一。 现占地面积 1970 平方米，其门坊高
10.6 米，宽 6.36 米，坊上青石浮雕 95 幅，最大的 2.62 平
方米，最小的仅 0.09 平方米，龙凤狮鱼、竹木花草、人仙
鬼神，无不清晰可辨，堪称“江南一绝”。

●星级乡村旅游点：
★德哥山庄 位于明山湖度假旅游区内， 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依山傍水而建，建筑采用侗乡吊脚楼风格，
具有浓郁的侗乡风情；住房配备设施齐全，拥有大型会议
室，餐饮以芷江鸭、芷江乌骨土鸡、鲜河鱼、农家乡土菜为
主。 室内外娱乐项目丰富多样， 山庄还有养鱼和养猪基
地，每年过年期间都会推出侗乡杀年猪吃庖汤活动。

电话：0745—6770118

★富王山庄 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 位于风景秀美
的芷江明山湖旅游度假区， 是一座四面环水的岛屿，占
地面积 150 多亩。 山庄建筑具有浓郁的侗家风情，现有
大型停车场、环岛步道、枇杷园 、葡萄园 、杨梅园 、钓鱼
池、高尔夫练习场、KTV、独立别墅、儿童游乐等休闲设
施设备。 拥有各类客房共 40 余间。

电话：0745-6937888 传真：0745-6820077

★乐燕度假山庄 占地总面积 153 亩，是集游客接待
中心、休闲咖啡厅、会议室、行政办公室、室内休闲项目为
一体的综合度假山庄。 拥有多媒体会议厅和装修各异的
贵宾包房，设施齐全。 餐饮以粤菜为主，辅以芷江农家小
菜。还有独家引进的雪峰乌骨鸡，不仅肉美味鲜，还极具营
养价值。

电话：0745-6931488

★侗乡缘 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点，占地 20 多亩，以
生态、绿色自然环境而修建的木制主楼、长廊、小亭，保
存了侗乡少数民族浓郁的乡土气息。 拥有 13 个具有侗
族特色的包房和一个可同时容纳 200 多人就餐的宴会
厅。 可供游客们品尝自养土猪和自种蔬菜加工成的侗乡
菜肴，就餐时，还有侗家姑娘敬酒，献歌。

订餐热线：0745-6835777

★新凯旋山庄 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点， 占地面积约
500 亩，有客房 44 间 98 个床位。 提供土鸡、河鱼、野菜等
农家菜肴，有大型会议室，室内室外娱乐项目丰富多彩；还
有自养的河鱼、杨梅、土鸡、生猪等农副产品对外销售。

订餐热线：13874554084

★忆群山庄 四星级乡村旅游区点， 占地面积 84 亩。
现经营项目有：棋牌、餐饮、食宿、烧烤、垂钓等，能同时接纳
300 余人用餐，会议室配备多媒体设施；能提供土鸡、河鱼、
野菜等农家菜；有客房床位 50个。

订餐热线：1500745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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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之美，美在那巍然矗立的“天下第一坊”———受
降纪念坊的传奇故事里；

芷江之美，美在那横跨舞水、气贯长虹的“世界第一
桥”———龙津风雨桥的非凡气势里；

芷江之美，还美在她依江而立、巧夺天工的“江南一
绝”———妈祖庙门坊上那一幅幅精美绝伦的浮雕里……

还有那珠联璧合、耸向云天的鼓楼群，敞开胸怀、展
翅欲飞的从文阁和古朴幽静、灵光闪烁的屈原祠，所有这
一切，构成了一幅具有浓郁历史和传奇色彩的美丽画卷，
让人心潮激荡、豪情万丈。

近年来，芷江侗族自治县充分发挥其文化底蕴深厚、
地域特色鲜明的优势，以国际化视野，加快推进文化与旅
游的融合，紧紧围绕“和平名城、宗教文化、侗乡风情、生
态休闲”的旅游发展主题，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培
育和扶持，全县旅游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2010 年，该县累计接待游客 212 万人次，实现行业收
入 7.33 亿元，旅游总收入占 GDP 的 16.3%；今年上半年，该
县共接待游客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2%。 目前，芷江侗
族自治县已先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中国最佳休闲
旅游县”、“中国著名文化旅游县”、一生要去的 66 个“中国
文化旅游大县”、2008 年度“全省旅游工作先进县”等荣誉
称号，并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十佳县”。

穿越千年时光， 溯源芷江历史风物。 自汉高祖五年
（公元前 202 年）置县至今，芷江已有 2213 年历史。 这里
孕育了独特的侗族文明，也沉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受降会谈在此举行，让芷江一举成
名，享誉中外……

近年来，芷江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加大统筹谋划力
度，营造浓厚发展氛围。该县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
长、县委及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发改、旅游、林业、建设
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县旅游产业发展协调领
导小组，并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产业的决定》。

为加快旅游设施的完善，将芷江打造成“全国特色旅

游名镇”，该县按照“足额保证、逐年增长”的原则，每年安
排旅游产业引导资金以 40%的增幅递增， 并不断创新旅
游投入机制，通过“上争”、“外引”、“内聚”等方式，累计投
入旅游建设资金 10 多亿元，极大提升了芷江旅游的“硬
实力”。 现引资 1.2 亿元启动建设的长河湾—祥瑞国际大
酒店为该县第一家五星级园林式酒店。 芷江国际和平城
建设项目已被纳入我省“251”项目工程的 20 个省级重点
项目之一。

目前， 芷江县受降旧址已先后被评定为怀化市首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百姓最
喜爱的湖南百景”等殊荣。景区已连续十年被湖南公众评
为“湖南省最佳旅游景区（点）”，成为芷江乃至怀化对外
展示旅游形象的名片和窗口。

去年 9 月，芷江县成功举办“第四届中国芷江·国际
和平文化节”， 并邀请了包括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内

的国内外嘉宾 350 余人， 对于进一步加强中美民间友好
交流合作、 提升芷江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和平文化已成为芷江享誉中外的文
化品牌。

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 芷江侗族自治县还将落实
安全管理责任制贯穿于工作的始终， 建立健全了旅游安
全工作和旅游应急管理机制， 并加大景区生态环境的保
护、建设以及生态景点的营造力度，强化旅游企业、景点
从业人员服务意识， 为景点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目前，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
要》已将旅游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首要位
置，全县将按照以“旅游为主导，农业为基础，食品加工为重
点”的产业发展方针，不断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
级，为芷江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绘制更美的蓝图！

本刊记者 唐 璐

美不胜收

旅游资讯

本版图片由芷江县旅游局提供

多彩的乡村旅游。 和平湖夜景。

吊脚楼与飞贯长虹的龙津风雨桥

三道坑瀑布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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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宫

受降纪念坊

独具特色的万和鼓楼群

———小渔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