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岩溪
A、 ①从长沙出发， 上长张高速公

路———“常德南 ”出口 、“斗姆湖 ”收费站
下（约 2 小时）;②进入常德市鼎城区，319
国道———丁家港拐弯———尧天坪———花
岩溪（约 50 分钟）

B、 ①从长沙出发， 上长张高速公
路———“常德南 ”出口 、“德山 ”收费站下
（约 2 小时 ）; ②进 入 207 国 道———草
坪———黄 土 店———港 二 口———花 岩 溪
（约 50 分钟）

●毛栗岗村
①从 长 沙 出 发 ， 上 长 张 高 速 公

路———“常德西 ”出口 、“河洑 ”收费站下
（约 2 小时）;②下高速公路左转，进入常
德市鼎城区，澧县、临澧方向 ，左转———
第二个红绿灯 ， 左转———走到头 ，左
转———圆盘处右转———过灌溪， 在毛栗
岗生态旅游区 200 米路牌处右拐———村
部（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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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魅力指数：
花岩溪★★★★☆

自然风景好，人工雕饰少，极其自然
的夏天味道，是度假休闲的好地方。
毛栗岗★★★☆☆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发展苗木产
业，是湘西北最大的苗木基地，生态环境不
错，乡村旅游发展得很好，周末常常爆满。

交通方便快捷指数：★★★☆☆
到花岩溪的路都有指示牌，毛栗岗离

城区不远，路都比较好走。

住宿干净卫生指数：★★★★☆
到鼎城区旅游，可以选择城内星级饭

店，感受高档星级服务；也可选择花岩溪、
逆江坪、毛栗岗景区的农家乐，都非常干净
整洁。

就餐美味指数：★★★★☆
农家乐都是自养自种的原材料，原汁

原味的农家做法，花岩溪的擂茶和山野菜
已形成品牌。

娱乐趣味指数：
花岩溪：★★★☆☆

莱香阁、山水沁香酒店、望湖轩等提
供 KTV 服务， 鹭鸟山庄的女主人还会唱
当地人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和民歌。蚊子
只在天刚黑到完全黑的时段出现，晚上在
农家乐边喝擂茶，边听常德丝弦等湘西北
地区的民间小调，感觉很好。
毛栗岗：★★★☆☆

有赏花、钓鱼、棋牌等农家乐常规休
闲项目。

购物特色指数：★★★★☆
花岩溪的擂茶、 肉类和野菜等农家土

特产都有出售。 鼎城区的桥南大市场是湘
西北商品集散中心、 全国十大综合批发市
场之一，其中的财富广场、茶叶茶具批发市
场是中国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

达人评分

常德城郊、沅水之南，桃花源的怀抱，有一个美丽的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 赏景、登
山、泛舟、摘蘑菇、看电影……花岩溪，能给你一段最舒心的假日时光。

这里有最受“环境监测鸟”白鹭喜爱的自然山水，这里有“中国最干净的农家乐”，这
里有最便捷的交通，从长沙出发，最美好的假期离你只有 3 小时车程———

鼎城将建善卷文化公园

一条沅江，足以让常德人骄傲一辈子。
沅江北岸是常德市区，3000 米的常德

诗墙以“最长的诗书画刻艺术墙”之名名
载《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而沅江南岸，善
卷文化公园正在兴起。

“中国隐居第一人”善卷先生拒绝了舜
帝的禅让，以善德教化子民，名扬天下，常
德德山也成为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善卷文化墙已初具雏形，亭台楼阁矗
立江边，古意十足。 占地 2200 亩的善卷文
化公园已规划好，不久的将来，你就可以在
博物馆、善卷文化中心探寻善德文化之源，
在善园、德园、隐园中问茶赏月、看鱼跃鹤
归，也可以在饮食文化长廊、度假公寓、会
展中心感受善德文化带来的轻松愉悦。

花岩溪的擂茶和山野菜让你唇齿留香。
清一色的小木屋，安静地坐落在森林

的小路边，花岩溪有 60 多家农家乐，都是
百姓自营的。 擂茶是常德民间待客的常饮
茶，它历史悠久，传说，还治好了马援将军
部队所患的瘟疫。 擂茶都是现做的， 粗茶
叶、生姜、芝麻等被捣成泥状，用滚开水冲
泡成茶，配上油炸锅巴、米面皮、馓子 、豆
类、泡菜等丰盛“压桌”，解渴、清凉、消暑、
充饥。

而花岩溪的朗润山水也滋养了绿色天
然的山野菜。 竹荪脆爽，紫背天葵、野蕨菜、
野芹菜、竹笋、插菜、蒿菜、春天芽等野菜鲜
嫩可口。 完全杜绝了饲料喂养的黑山羊、土
鸡、谷鸭、谷鹅、草猪，肉质嫩滑，让人回味
无穷。

通风报信

三湘美食

唇齿留香的擂茶和山野菜

晚上
【露天电影和七彩帐篷】

翻越网坡、勇过独木、障碍过桩、荡绳越
障、 吊桩桥……作为全国青少年户外体育活
动营地，花岩溪成为不少家庭亲子游的优选。

龙柏、荷花玉兰、檵木、金钱松、柳杉、凤
尾柏、 乌柏……营地旁 22 亩的百木园里有
240 多种树木，挂好了名牌等你去数。

红、黄、蓝、绿、紫……几十顶小帐篷像
大地开出的七色花。 大银幕和音响整装待
发，经典和时兴动画片轮番上阵，小伙伴一
起看露天电影的欢乐童年时光回来了！

早上
【晨曦吻醒了沉睡的湖】

早起的人有白鹭看！
背着农家乐老板娘准备的水煮玉米、清

甜菜瓜和爽口黄瓜，摸黑行过五溪湖、草地，
到达白鹭所在的跃进湖，天还没有亮。 看见
我们几个陌生人， 一只小黑狗探出半个身
子，想叫又有点胆怯。 渔船从夜雾里来到岸
边， 湖边小屋的公鸡开始了第一声啼叫，由
此引发了此起彼伏的鸡鸣。

船滑向湖水的深处， 剪开了夜的幕布。
水天相接处亮起细长微弱的白光，晨曦吻醒
了沉睡的湖，湖面染上胭脂般的红晕，与蓝
天相映，又带着微微的紫色。 一只小船随荡
漾的水波轻轻晃动， 形成一幅好看的剪影
画。 心里也随着这美好的夏日清晨，干净纯
粹得没有一粒尘埃、一丝杂念。

早上
【杉树尖尖上的“白雪”飞起来了】

从来雪花都是从天上落下， 在屋顶，在
树梢， 怎么花岩溪跃进湖畔杉树林的尖尖
上，覆盖的白雪开始微微颤抖，还一片片往
上飞？ 呵，那是早起的白鹭给幼崽找食去了。

右侧陡山岛上的杉树顶端白茫茫一片，
全是白鹭！ 对岸的牛角冲看似只有零星的白
点，鸟叫声却比陡山岛的声音响亮得多。 划
船的渔夫说，牛角冲栖息的大都是灰色的岩
鹭，视觉上没有白鹭明显，花岩溪近十万只

鹭鸟，种类比较齐全，白鹭、岩鹭、黄嘴鹭三
种最多。

爱干净的白鹭每两三年就要换个舒适
的新鲜地儿。 从前，在景区中心的五溪湖就
可以观赏到成群结队的白鹭，景区还特意修
建了观鹭台。 近几年鹭鸟们都往跃进湖跑，
好在湖中的小岛多，任君挑选。

只是看白鹭的人要辛苦些了。 可是对于
真心喜爱它们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来说，这
又算什么呢？

上午
【土里冒出竹荪圆圆的脑袋】

“采蘑菇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大箩筐，清
晨光着小脚丫，走遍森林和山岗……”想要采
摘到植物黄金、 菌中皇后、 雪裙仙子———竹
荪，不用大清早漫山遍野地寻找，只要在九点
钟到达竹林， 花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耐心
等待， 就可以见到竹荪从土里冒出圆圆的深

绿色脑袋，慢慢展开白色长裙的全过程。
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自古就列为

“草八珍”之一，是高级食材。 竹荪汤清淡爽
口，菌裙和菌柄十分爽脆，对肥胖、脑力工作
者、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患者、免
疫力低下、肿瘤患者很有好处。

上午
【与蝴蝶一同泛舟龙凤湖】

龙凤湖的游船上藏着好些漂亮的蝴蝶！
宝蓝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绕船飞舞。

边乘船，边饮擂茶，边听传说故事。
那郁郁葱葱的是仙池山，王母曾在此停

歇， 而紧挨的栖凤山是王母的座驾凤凰所
变。 两座山上各有仙池古寺和栖凤寺，寺旁
各有一颗据说已有五百年的桂花树。

观舟峰发现了谢皇妃的衣冠冢。 明代，
外地来的谢姓担货郎在梧桐树下看见一只
山楂鸟和一条小蛇对视，在此建屋，从此兴
旺发达。 龙凤湖的名字便是这样来的。 担货
郎的女儿又黑又笨，在仙池古寺旁的仙池洗
浴后，变得又白又聪慧，被选入宫。 这里还挖
掘出一块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之子立的石
碑，残碑上有“仙池即为桃源也”几个字。

“圃有疏，仓有谷，荞麦饭香春韭熟。 翁
负喧，儿鼓腹，书声绩声满茅屋。 长安多少人
不知，农夫尽享太平福。 ”龙凤水坝边泉水洞
组村民的古风民宅，依稀可见清代贡生莫大
乾《田家乐》里的田园诗画。

泉水洞组的村民都姓莫， 导游梁凤说，
如今生活在花岩溪的人不足 4000，除了建林
场迁来的职工，李、唐、莫三姓占了当地居民
的 80%。 他们的祖先历史上曾在朝廷做官，
后因种种变故，背井离乡来到了在当时极为
闭塞偏僻的花岩溪。

别小看这些农户和渔民， 他们生活讲
究，重视教育。 这里的农家乐被中国著名旅
游专家、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王大悟誉
为“中国最干净的农家乐”，而几十口人的泉
水洞组不仅有大学生，还出了一个博士。

下午
【中美友谊的纪念尼克松林】

在像大雁展翅一般的五溪湖上，有一座
叫青松岭的小岛，布满青松，当地百姓习惯

叫它尼克松林。
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

华，向毛主席赠送了一批珍贵树种，其中一部
分就种在了花岩溪。 它们很好认，松针一枚三
根针叶，而当地松树的松针是一枚两根。

岛上有五层楼的白色瞭望塔，像一只忠
诚守护的和平鸽。 登上塔顶，阳光与树影交
错的松林格外安宁。 旁边那颗松树上有圆圆
的新洞，是啄木鸟医生刚刚来过了吗？

晚上
【身体长着七种植物的千年古樟】

在有银杏、红豆杉等 1089 种珍稀植物的
花岩溪，树上生树、树中有树、树树相依的情
景屡见不鲜， 三样树村就是因为一株树蔸上
同时存在松树、杉树、株树三种树得名的。

栖凤山胡家园的千年古樟更神奇，相传
它由宋代若祖公栽植，历经千年，树上竟有
七种植物！ 它就在农田与竹林深处农户的晒
坪边，微微向一口小塘倾斜。 它的中部横丫
上有一棵棕树、一棵大叶女贞、一棵纸皮，靠
近根部树干上长出了一棵椿树、 一株灵芝，
根部又钻出了一根卫矛、一根柞树。

精神抖擞的老爷爷正坐在树下乘凉，对
相机的“咔嚓”声毫不在意，他和这棵古樟一
起演过电视剧呢！ 反倒是嚷着能上树的小男
孩羞涩地躲开了镜头。

城里的道路已被水泥建筑和喷着尾气
的汽车占领，焦躁闷热，快珍惜吧，这样悠闲
的假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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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曦中的渔舟

丰盛的花岩溪擂茶及“压桌”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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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红柳绿的悠闲农家———毛栗岗村

菌中皇后、雪裙仙子———竹荪

龙凤大坝旁的古风民宅

拓展训练

林水相映的花岩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