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沙瀑布。

主 编：易禹琳
版式设计：黄 悦

第134期

湖 南 日 报 社
湖南省旅游局 主办

百年路桥奇观，千年苗寨风情，万年峡谷风光。 随
着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 3月 31日上午宣布“第一天
桥”矮寨大桥通车和旅游扶贫项目吉首矮寨景区建设正
式开工，昔日天堑变通途，养在深山人未识的矮寨风光
呈现在世人面前。 矮寨景区由峒河、矮寨、德夯、小龙洞
四部分组成，有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湿地公园、省
地质公园三张名片。项目总投资 20亿元，规划面积 108
平方公里， 主要对区内 18个重要景点整合开发。 我相
信，通过几年的建设，矮寨景区一定会成为继张家界、凤
凰、崀山后又一个中国驰名、享誉世界的知名旅游区。

矮寨景区旅游资源优势得天独厚。我实地考
察后认为，它有名副其实的“六奇”，即奇桥———
矮寨大桥独创四个世界第一，桥面距离峡谷底部
高度达 355 米，大桥主跨 1176 米，跨高 330 米，
为方便观赏峡谷风光， 设计了两条观光通道；奇
路———矮寨盘山公路全长 6000 米， 修筑在坡度
为 70 度到 90 度陡峭山崖上，13 道急弯，垂直高
度 440 米，水平距离只有 100 米；奇台———天问
台，四周山峰环绕，脚下深不见底，凌空突兀起一
块小小的平台；奇谷———有七大峡谷，其中矮寨
大桥下的德夯大峡谷， 苗语意为美丽的大峡谷，
是中国地势第三阶梯向第二阶梯爬升的临界点，
典型的石灰石峡谷地貌，被国际地质界誉为“金
钉子剖面”；奇瀑———有七大瀑布，其中流沙瀑布
高 216 米，是全国落差最大的瀑布；奇俗———集
苗街、苗歌、苗寨、苗鼓等奇异的苗文化于一体，
是吉首苗族聚居最多、苗寨保存最完整、苗族习
俗最浓郁的旅游名镇。

矮寨景区旅游区位优势明显。 它地处湘、鄂、
渝、黔边界，位于武陵山片区核心区域，是张家界
至凤凰黄金旅游线上一个重要节点。 区内核心景
点矮寨特大悬索桥建成通车，使湘渝高速公路全
线贯通，长沙到重庆只要 8 小时。 矮寨景区西去
重庆约 400 公里，东往长沙也约 400 公里，恰好
处在长株潭城市群和重庆大都市圈的中间。 矮寨
奇观旅游区建成后，将成为武陵山区域和中西部
地区人民观光、休闲和度假的又一个好地方。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矮寨景区旅游开发
政策机遇千载难逢。在国务院批复的《武陵山片区
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中特别突出了旅游业
的发展，明确提出要把武陵山区建设成为“国际知
名生态文化旅游区”。矮寨奇观景区要抢抓发展机
遇，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 高起点、高
标准规划、加大旅游项目建设力度，实施旅游扶贫
开发、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景区景观三大工程，加
大宣传促销力度，强化区域旅游协作，营造良好的
旅游环境，塑造鲜明的旅游品牌形象。努力将矮寨
奇观景区建设成首批旅游扶贫综合示范区和集神
奇自然山水风光、神秘民族民俗风情和“世界第一
桥”于一体的世界知名旅游区，打造成湖南又一张
世界级的旅游名片。

把“矮寨奇观”
打造成世界知名旅游区

湖南省旅游局局长 杨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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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寨特大悬索桥通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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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浪漫的事， 莫过于在这个山花
烂漫的春天， 在离谷底 355米悬空的
世界最大跨峡谷悬索桥上向她求婚，
在洁白的流沙瀑布下为她披上美丽的
婚纱， 在问天台上向天喊出爱情的宣
言，牵手走近峡谷深处的苗寨人家，在
安宁中寻找千年的永恒……

深山峡谷中的大湘西，神秘莫测。 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苗不出境，汉不入峒”，保留着许多奇异的自然和人文生
态。

矮寨，距湘西吉首市区约 20 公里，武陵山脉腹地。 震撼
世界的矮寨奇观，包括奇桥、奇路、奇谷、奇台、奇瀑、奇俗，
由峒河、矮寨、德夯、小龙洞四个区域组成，总面积 108 平方
公里，“百年路桥奇观， 千年苗寨风情， 万年峡谷风
光”，被称为“天地奇观”。 随着 2012 年 3 月 31 日跨
峡谷特大悬索桥正式通车，矮寨再次被世界瞩目。

世界之最的跨峡谷特大悬索桥
历史上，中国中原地区有过三大族群：炎、黄、

苗。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逐渐融合，成为汉族；苗人
远徙武陵深山；现在，所有中国人共同组成华夏民
族。 历史的刀光剑影早已远去，民族的融合与沟通
愈加紧密。 在大湘西，矮寨特大悬索桥就是这样的
见证。

主跨 1176 米的矮寨特大悬索桥， 在矮寨镇上
空 355 米处跨越险峻的德夯大峡谷，是长沙至重庆
的湘渝高速公路吉（首）茶（峒）段的控制性工程，上
有游客观光通道。

春天的早晨，浓雾逐渐散开，遥望矮寨大桥，像
隐在云中的神秘天宫一样飘渺。走上大桥，则带给你
前所未有的感受， 像鸟飞上了高空， 与四周群山并
肩，临空俯瞰下方的德夯大峡谷、矮寨苗镇及盘山公
路奇观，世界为之开阔。心在峡谷中遍地亮黄的油菜
花海上飞翔，体味无尽的喜悦。

堪称中国公路奇观的盘山公路
近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中国大后

方仅有两条公路通往外界：一条是滇缅公路，一条是湘川
公路。

“矮寨公路奇观”经过德夯大峡谷，盘桓而上，是湘川
公路最为险峻的一段。这段盘山公路有 6.2 公里长，却修筑
在水平距离不及 100 米，垂直落差达 440 米，坡度为 70-90
度的单一坡面上。 矮寨盘山公路最宽处不超过 7 米，最窄
处不足 4 米，迂回转折 13 道急弯，为了能顺利攀上峰顶，
还修建了一座中国最早的公路立交桥。

矮寨盘山公路修建于 1936 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
此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 为了方便撤退和运送军用物资，
蒋介石亲任总指挥修建湘川公路，矮寨盘山公路就是湘川

公路上的一道自然天险。 为了赶进度，修建这段盘山公路，
2000 多民工死亡 200 多人。 山上，竖立有一尊“开路先锋”
铜像，并建有一座“湘川公路死事员工公墓”。

美丽的大峡谷德夯
德夯大峡谷位于武陵山脉深处，苗族聚居。 “德夯”在

苗语中，意思是“美丽的峡谷”。德夯的美
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 它是原始自然与
苗家人文的完美融合， 被誉为湖南省唯
一集自然山水风光与苗族风情为一体的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德夯大峡谷地处云贵高原与武陵山
脉相交所形成的武陵大峡谷中段， 是典
型的喀斯特岩溶峡谷地貌。 它包括玉泉
溪大峡谷、 夯峡溪大峡谷、 九龙溪大峡
谷、德夯冲峡谷、大龙洞峡谷、小龙洞峡
谷、峒河峡谷七大峡谷。 全长约 48 公里，
宽约 1.5 公里至 3.5 公里不等， 海拔高度
在 680 米至 900 米之间， 峡谷垂直高度
在 400 米至 600 米之间。

谷内绝壁高耸， 峰林重叠， 溪河交
错，瀑布繁多。 春天，花红柳绿，水车石
磨，苗寨掩映，苗女浣衣，苗夫荷锄，空谷
鸟语，铃铛黄牛，戏水鸭鹅，食草山羊，一

派自在……
高，户外滑翔伞盘旋空中的悠然，低，山地自行车穿梭

林间的快意， 都能让人全身心地融入这美丽的德夯大峡谷
之中。

鬼斧神工“问天台”
在德夯玉泉溪大峡谷中，“问天台”在群山之间，孤峰

独耸，与四周隔绝，可谓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要登问天台，必须经过一条崎岖的山路，没有缆车，也

没有盘山公路，只能全靠步行。 登上问天台顶，站在面积狭
小的平台上，周围都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山涧。 往下看去，头
晕目眩，感觉人都要往下栽去；抬眼四周，却能体会到一种
轰然出世、脱颖而出的壮美。

相传这里就是两千三百年前的战国时期，屈原曾经含
悲问天的地方。 战国末期，楚国的屈原遭到奸臣陷害,被流
放到沅、澧一带，后来来到此处，登问天台，作出了流传千
古的著名诗篇《天问》，问天台因此得名。

著名歌唱家宋祖英，拍摄《茶歌》MV，就曾经登临问天
台，在群山峡谷中望天倾情演唱。

全国落差最大的流沙瀑布
矮寨有七大奇瀑，流沙瀑布、燕子峡瀑布群、夯峡瀑布

群、玉带瀑布、银链瀑布、大龙洞瀑布、小龙洞瀑布，各有奇
妙。

流沙瀑布，落差 216 米，是全国落差最大的瀑布，并被评
为 2011 年中国游客最喜欢的十大瀑布之一。 仿佛流动的薄
纱，左右摇摆，缓缓而落，一团团一簇簇一丝丝，一层追一层。
如在巨大的瀑布后湿身而过，迎着阳光抬头看去，只见下起了
一阵亮闪闪的“发光雨”。

燕子峡瀑布群， 由 10 道落差在 200 米左右的瀑布组
成，雨季时瀑布群连成一片，宽约 300 米，景象壮观。

夯峡瀑布群，悬崖石壁上排着七个圆洞，洞口先是冒
出缕缕白烟，轻若流云，而后数条瀑布显现在青色岩壁上。

银链瀑布，有三叠，时而飞扑跃出树林，为人所见，时
而又钻入树林隐于绿色之中，俏皮可爱。

传承千年的苗寨风情
矮寨奇观地处苗族聚居区，因为数千年来深山峡谷的

闭塞，源自苗族祖先的独特习俗，依然活在苗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

矮寨特大悬索桥下的矮寨镇， 农历每月逢二逢七，都
有盛大的赶集。 有山货，有烟丝，有土布服饰，有竹篾背篓，
有小孩玩具，有大人烟斗，价格都地道。 集市上，放眼尽是
身穿苗衣、背着背篓、头戴斗笠或头巾的苗人，慢悠悠地边
走边逛，让人仿佛有一种回到几百年前的时空错觉。

再往前走，就是峡谷深处的德夯苗寨，这里被誉为“天
下鼓乡”，苗族民俗节庆活动众多，内容丰富多彩。 每天上
午十点，有免费的大型苗族婚俗表演；下午三点，有免费的
大型苗族服饰表演；周末，还有参与式大型苗家跳歌晚会。

苗族特有的赶秋节、过苗年、百狮会、“四月八”庆典、
“三月三”歌会、“椎牛”祭祀活动、“六月六”远古遗俗、吃新
节、“吃排家饭”等等，应接不暇。

中午，在德夯苗寨吃饭，爱憎分明的苗人擂起拦门鼓，
唱起拦门歌，请喝炒米茶，席间，苗歌绵绵不绝，时而高低
婉转，如攀高峰，如临低谷。

矮寨的奇，与这山、这水、这人、这峡谷，融为一体，只
有身处其中，才能细细体味。

到湘西去，到矮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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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歌善舞的苗族姑娘。 美丽的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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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天台。 矮寨景区提供

苗族绝技上刀梯。 矮寨景区提供

苗族银饰。
矮寨景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