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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暖青萍，湘潭万里春”。
她位于东方莱茵河之滨， 有长株
潭绿心的秀美， 有母亲河湘江的
壮阔。

“中国不可一日无湘潭”。 她
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伟人将
帅、仁人志士辈出。 毛泽东、彭德
怀、齐白石、陈赓、谭政、王闿运、
黎氏八骏……星光熠熠， 谁与争
锋？

伟人故里，圣地湘潭。 如今，
随着“旅游强省”号角的吹响，湘
潭确定了以“两极”（韶山、湘潭城
区）、“两翼”（湘乡、 湘潭县）、“一
轴”（环湘江生态旅游带）、“六区”
（ 泛白石文化生态旅游区、 乌石
红色旅游区、 隐山湖湘文化旅游
区、大东山红色休闲旅游区、水府
生态旅游区、 昭华乐活休闲示范
区）为战略布局，将湘潭打造成伟
人故里、 湿地水乡、 乐活之源。
2015 年， 一座集红色、 山水、文
化、 休闲于一体的旅游名城将出
现———

湘潭是一方人文的厚土、红色的
热土、发展的沃土，文化底蕴深厚，旅
游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广阔。 当前，湘
潭正在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为契机， 突出伟人故里品牌优
势，挖掘深厚历史文化资源，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创新，着力打造长株潭城
市群生态型休闲旅游中心，创建全省
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全国红色旅
游综合发展示范区，为加快“四化两
型”、实现“两个率先”提供有力支撑。

未来一个时期，我们将重点抓好
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红色文化为
引领， 全力办好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纪念活动，舞活韶山这个红色文
化龙头，叫响“伟人故里、红色圣地”
文化旅游名片，把韶山打造成为全国
红色旅游第一品牌。 二是以项目建设
为载体，精心打造“毛泽东成长之路”
精品旅游线路， 加快白石艺术城、历
史文化街区和文化旅游产业园建设，
加快韶山、昭山、东山、水府、乌石等
片区的开发，夯实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基础。 三是以产业融合为路径，推动
文化与旅游更加紧密的融合，文化旅
游与城乡建设更加广泛的融合，旅游
业与农业、 工业更加深度的融合，不
断壮大文化旅游产业。 力争到 2015
年，旅游总收入超过 300 亿元，接待
国内外旅游者突破 3500 万人次 ；到
2020 年， 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的 10%，湘潭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旅
游强市。 四是以体制创新为动力，完
善旅游管理体制机制，提升旅游产业
发展平台和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动
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快建设国家智慧
旅游城市。

中共湘潭市委书记 陈三新

壮大旅游产业
推进两个率先

【两极】
韶山湘潭，交相辉映

她的名字与舜帝有关。舜帝南巡至此，见
这里山清水秀，奏起“韶乐”，后人便把这里取
名为“韶山”。

她因为孕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而闻名天
下。 毛泽东故居背山面水， 掩映在绿树翠竹
中，屋前荷塘绿水盈盈，背后青山绵亘；相隔
不远是毛泽东广场，广场的左侧是毛氏宗祠、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遗物馆，现馆藏文
物、文献、资料 40000 余件，毛泽东遗物馆收
藏和保护毛泽东遗物 6536 件。韶峰半山腰上
有毛泽东诗词碑林， 铜像广场以西的峡谷中
有滴水洞，乃“三湘灵秀地，洞中别有天”，内
有别墅，1966 年 6 月，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 11
天。

离韶山 50 公里的湘潭市区，湘江呈“U”
形穿城而过，昭山、隐山、晓霞山点缀其岸；关
圣殿、窑湾、万楼、易俗河镇等历史文化古迹
星罗棋布；杨梅洲水上公园、雨湖公园、菊花
塘公园、宝塔公园、白石公园、和平公园水上
乐园涌动着绿色和激情。

●专家把脉：依靠韶山的带动作用，拉动
湘潭市区旅游业的增长。 通过逐步做大湘潭
的旅游产品及产业体系， 培育其独立增长和
对外辐射的能力， 托起整个湘潭旅游业的发
展大局。

●建设目标： 将韶山打造成中国红色营
地，以中国革命史为主题，形成 12 个拓展项目
群，形成主要面向公司及青少年的拓展训练基
地， 同时开发与红色旅游相结合的商务活动。
通过建设红色书市、红色古玩流通中心、现代
红色艺术走廊以及室内东方红剧院、 会场展
所、红色中国研究中心，将湘潭市区的东方红
广场打造成“红色艺术品中心”与“东方红文化
中心”。

【一轴】
环湘江生态旅游带， 休闲之旅

969 公里， 湘江从南到北从容地掠
过三湘大地， 在湘潭划过一道优雅的
“U”形。 江边是如王者挺立的昭山，披着
一身青翠， 山上的古蹬道已有 208 年历
史，山顶有昭山古寺，山脚是绿宝石般的
仰天湖。

杨梅洲如一艘航母泊于江心。 渡船
到洲上，树林、菜园、船厂、农舍，是一座
原生态的岛屿。 江边老城区有窑湾古

街、望衡亭、鲁班殿、大唐兴寺胜迹群、潭宝汽
车站等一系列文化古迹。 即将完工的万楼曾
是明、清时代湘潭的标志性建筑。湘江南岸的
易俗河镇，临河的吊脚楼依然安静守望，曲折
深邃的小巷和麻石古道诉说着老街的历史。

●专家把脉：依托湘江及涟水、涓水，打
造环湘江生态旅游带， 串联和辐射九华、昭
山、市区、大东山、水府旅游区等景区景点，促
进更多的亲水型休闲旅游项目在这一条增长
轴上落地，使旅游业深入到湘潭的广袤腹地。

●建设目标：以打造“东方莱茵河”为定
位， 沿湘江风光带水道， 打造以休闲功能为
主，兼及观光与红色旅游功能的旅游廊道。 其
中沿江部分形成“昭华现代乐活休闲带”，城区
部分形成都市商务休闲旅游带、“杨梅洲都市
水乡风光带”以及“易俗河旅游商品休闲带”。

【六区】

●专家把脉： 开发包括泛白石文化生态
旅游区、乌石红色旅游区、隐山湖湘文化源旅
游区、大东山红色休闲旅游区、水府生态旅游
区、 昭华乐活休闲示范区等在内的六大重点
旅游区，形成湘潭旅游产业的主要增长区。

泛白石文化生态旅游区

这里不仅有星斗塘、 齐白石祖墓等与齐
白石一生有着渊源的古迹文物 ， 还有海拔
383 米的紫荆山、 碧波荡漾的紫荆湖、 盛产
“寸三莲”的贡莲田。

●建设目标：以白石故居为核心，整合马
英九、宋楚瑜家乡以及“黎氏八骏”故里的相
关资源，将周边村落紫荆湖景区、茶恩寺景区
及其他相关村落纳入 “白石画境文化村”，形
成特色艺术村落。

隐山湖湘文化源旅游区

隐山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隐居讲学而闻
名天下，并因南宋名儒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
讲学授徒，创立湖湘学派，而被称为“湖湘文
化之源头”。这里自然风光优美，有“四美湖”、
龙王洞，天然温泉、“八桥八景”等。

●建设目标： 恢复隐山的历史人文风貌

及湖湘文化之源的地位。 恢复湖湘文化创始
人胡安国、胡宏父子墓、胡安国书堂（胡文定
祠）、碧泉书院、濂溪祠、湖湘文化源展览馆、
左宗棠、周小舟故居、南北宋街等。 开发四美
湖休闲度假村、隐山宾馆、温泉等服务项目。

乌石红色旅游区

共和国元帅彭德怀的故乡，毗邻韶山、花
明楼。 由故居、纪念园区、墓园、休闲区、国防
教育五部分组成。 乌石峰一峰独耸， 傲然挺
立。山上有虎口、虎啸谷、楠木冲水库、幽林虎
径、乌石庙、德怀陵、德怀亭等景观。

●建设目标：建设国防教育园，包括兵器
展览、大型战争场景再现、国际军事形势、实
弹射击、参与性的军体拓展训练等项目，与韶
山·中国红色营地形成互补，开发乌石峰登山
游览区，形成红色观光项目。

大东山红色休闲旅游区

东山书院为湖湘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交融
激荡之处，毛泽东、谭政、陈赓、萧三、易礼容
皆出于此。毗邻的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
秀丽。 茅浒水乡度假村可进行垂钓、种植、养
殖等休闲活动。

●建设目标： 构筑以东山励志会场为核
心的红色休闲区，整合东山书院、东台山国家
森林公园、茅浒水乡等现存资源，形成三个片
区， 即核心片区———大东山红色旅游社区,支
撑片区———东台山国家森林公园山水休闲
区，卫星片区———茅浒水乡度假休闲区。

水府生态旅游区

44.3 平方公里，是湘中地区规模最大、保
存完整的一片人工与天然结合的湿地。 公园
内有大小岛屿 38 个，四周群山叠翠，90 多平
方公里山地植被资源丰富，成群白鹭飞舞。

●建设目标：依托水府庙水资源，大力发
展会议旅游和可参与性的水上游乐、游泳、棋
牌、体育竞技、歌舞、垂钓等特色旅游项目，打
造成为中国中部湖泊型顶级生态休闲度假旅
游胜地。

昭华乐活休闲示范区

“乱峰空翠晴犹湿，山市岚错近觉遥”，北
宋书画家米芾的《山市晴岚图》和诗，说的是
昭山。 山顶上的昭山古寺供奉着南岳祝融的
哥哥玄帝，毛泽东 1917 年做社会调查时曾住
过一晚，女侠秋瑾的忠骨也曾停留在此。

●建设目标：将昭山打造成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 其产品概念为大型乐活主题公园，下
设 “湘江乐园”、“性灵家园”、“梦幻田园”、“财
富智园”四园，将其打造成既是景区又是宜居
家园的生态、环保、节约、文明、和谐、发达的
“完美家园，乐活世界”。

【两翼】
湘乡、湘潭县，比翼齐飞

湘乡的“东山书院”、水府庙、东台山、茅
浒水乡和湘潭县的彭德怀元帅故居和彭德怀
纪念馆、齐白石的故居、黎氏八骏的故居、胡
安国、 胡宏父子开创湖湘学派的隐山都相距
不远。

●专家把脉：以湘潭城区、韶山“两极”为
龙头，“一轴”、“六区”为骨架，带动湘乡市、湘
潭县两翼发展，“两极两翼” 构筑湘潭旅游业
的通盘大局，使湘潭旅游业全面协调发展。

2007 年，湘潭被授予“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 我们决心将这一金字招
牌演绎成名副其实的旅游大市。

首先要从“大旅游”来谋划。 湘
潭是一个感动中国、 影响世界的地
方。 毛泽东、齐白石等众多伟人名人
都是世界级人物。 我们发展旅游业，
要牢固树立起“国际”理念，把湘潭
旅游发展定格在“国际旅游”上 ，以
全国和全球的大视野去谋划旅游线
路的开发、旅游项目的策划、旅游市
场的建设、 管理标准的建立等 ，把
“湘潭旅游”做成国际大旅游品牌。

同时要用“大产业”来支撑。湘潭
人文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十分丰富，
要把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我们
要按照“做大产业、做千亿产业”的要
求，整合红色旅游、生态景观旅游、历
史文化旅游，开拓工业旅游、特色休
闲农业旅游、 特色小镇旅游等新领
域，加快发展旅游产品、影视文化演
艺、会展度假，大力扩张旅游产业面，
延伸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产业群。

再次要以“大集团”来经营。 要
大力扶持旅游企业发展壮大， 打造
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品牌企业 。
坚持走开放发展之路， 积极引进国
内外知名的旅游品牌和大企业大集
团，加强战略投资与合作，加速旅游
企业的成长壮大。 要整合全市旅游
资源， 打造强有力的旅游投融资公
司，实施重大项目的谋划、融资 、投
资和建设， 为旅游业这一战略支柱
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中共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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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王恺凝

伟人故里
圣地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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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