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步，一个风情独具的苗乡；
城步，一块活力四射的热土。
踏入史称“苗疆要区”、“楚南极边”的城

步苗族自治县， 犹如走进绿色天堂、 民族乐
园。 这里青山连绵、绿意盎然，是难得的避暑
胜地和天然氧吧；这里各族同胞勤劳朴实、热
情好客，把民族团结、和睦相处视为生命；这
里区位特殊、资源丰富，改变大山面貌、建设
民族经济强县成为苗乡最强音。

城步，我国 5 个苗族自治县之一，地处湘
桂边陲，境内的苗、侗、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
县总人数的 57.6%。 沐浴着改革开放、科学发
展的阳光雨露， 各族人民在这片灵山秀水上
同心戮力、奋发进取，保护和弘扬了绚丽多彩
的民族文化， 创造和发展了初具规模的民族
经济。 2647 平方公里的苗乡大地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28 万苗乡群众正阔步走在 “生
态优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

2013 年，热情似火的 7 月，第二届湘桂
原生态风情节暨城步第十六届六月六山歌节
将于 12 日至 14 日隆重举行。届时，湘桂两省
（区）四市四县的嘉宾和演员云集城步，大秀
民族舞蹈、山歌等原生态风情节目，一场独特
的视觉听觉盛宴即将精彩呈现。 美丽的苗乡
正敞开怀抱，欢迎八方客人的到来！

苗乡风情惹人醉

“劝妹割草要小心，山上茅草快如针。 茅

草割到妹的手,妹痛皮来郎痛心。 ”“深山叶子
薄菲菲,手拿叶子不会吹。等过几年学会了,山
歌同唱叶同吹。”在城步，无论农忙农闲，无论
山林田野，经常能听到高亢悠扬的山歌。

城步的少数民族同胞有唱山歌进行娱乐
和交流的习惯。每逢山寨有婚嫁喜庆、重大节
日，或者是走亲访友，山寨的男男女女欢聚一
起， 进行山歌对唱或联唱， 一唱就是几个钟
头，甚至通宵达旦。 人们说，城步的山歌像苗
山的清泉一样甜美，米酒一样甘醇，山花一样
烂漫。 《挑担茶叶上北京》就是著名作曲家白
诚仁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城步苗乡侗寨采风
时，根据《贺郎歌》和《嫁女歌》曲调创作而成
的。 后经歌唱家何继光演唱，红遍大江南北。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县委、县政府顺应
民意，设立了农历六月六“城步山歌节”，将山
歌创作和演唱这一民族文化活动进一步发扬
光大。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城步成了山歌的海
洋。 该县长安营乡大寨村是山歌节举办的主
要场所。 参加山歌节盛会的除本县各村寨的
侗、苗、瑶、汉等各族同胞外，还有来自相邻的
广西龙胜、三江和本省通道、绥宁等县的苗、
壮、侗、瑶等民族歌手前来助兴，歌场上少则
五六千人，多时上万人，热闹非凡。

没吃过油茶就等于没到过城步。 当您踏
进城步苗乡山寨， 热情好客的苗家人就会用
红漆茶盘端出香喷喷的油茶相敬。 油茶是以
糯米、玉米、花生、黄豆和峒茶叶等多种原料
加工制成的一种饮食，制作过程分为做阴米、
做茶叶饼、炒主料、煮茶汤、撒茶料五道工序。
制作工序十分复杂但口感香味非同寻常。“一
碗强盗两碗贼，三碗四碗才是客。 ”油茶一次
一般要吃四杯，含有“四时如意”、“四季发财”
之意。随着苗乡“油茶习俗”全力申报省级、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深受各族人民喜
爱的油茶定会走出湖南、 走向全国乃至走向
世界。

除对山歌、打油茶外，城步境内古朴多姿
的民族风情还有浓郁独特、 引人入胜的长鼓
舞、芦笙舞，悠扬婉转、情深意长的嫁女歌、贺
郎歌；民族节日十分丰富，有过苗年、三月三、
姑娘节、六月六等；民间体育活动主要有抢花
炮、耍龙灯、挤油尖等；宗教文化有傩戏、庆鼓
堂等。傩戏是最原始的宗教文化，又称为戏剧
的“活化石”。城步境内的傩戏有其特别之处。
主要特点是在傩文化基础上融注于当地一些
民风民俗的内容， 在表演程式方面除祭鬼逐
疫之外，还参与了一些民间戏曲小调的内容，
意在表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寿年丰和国
泰民安的愿望。因此，历经几千年历史的傩戏
仍流传在城步境内。 丹口镇桃林村的傩戏表
演尤为引人注目。

民族文化添活力

浓郁的民族风情，悠久的民族文化，深厚
的文化底蕴， 使城步苗乡犹如一颗璀璨耀眼
的明珠镶嵌在湘桂边界。

为全力保护民族特色文化，2007 年，城
步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下发《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实施意见》，成立了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 对 “吊龙”、“苗乡油茶习
俗”、“贺郎歌”、“傩戏”、“苗乡竹衣制作工艺”
等进行深入挖掘和精心整理。已成功将“油茶
习俗”、“贺郎歌” 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特别可喜的是，2010 年成功将“城步吊龙
舞”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新世纪以来， 城步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文
化的搜集和整理。已累计搜集、登记造册的少
数民族古籍达 5000 多册(件)，整理出版少数
民族古籍 200 多种。 特别是将濒临失传的十
一世纪《苗款》翻译成汉文译本，荣获邵阳市
“五个一”工程奖。协助出版的《中国湖南城步
青衣苗人语》 概述了城步苗族语言的发展演
变，填补了湖南苗族语言空白。该县还收集各
种山歌 12 万余首、谚语 1.2 万余条、民间故
事与民间传说 5000 余个、 民间音乐 200 余
首、民间戏剧舞蹈 50 余个，其中《庆鼓堂》于
2011 年亮相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

为传承和弘扬灿烂的民族文化， 挖掘推
介本土民族歌舞， 城步成立了民族歌舞培训
中心。 同时对已列入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项目及其他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项目
进行传承人的培训， 计划用 3—5 年时间，培
养 1000 余名民族文化传承人，以期打响“文
化魅力独特新城步”这张名片。

对富有特色、 观赏性较高的传统文化节
目，城步注重将其加工和提升，做成精品文化
项目， 推动民族特色文化
做大做强。 该县精心编排
的《油茶舞》参加了全国少
数民族业余艺术观摩演
出，《挤油尖》、《打禾鸡》荣
获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表演项目一等奖 ，
《打泥脚》荣获全国少数民
族文艺调演二等
奖。 “城步吊龙”更
是为城步争得不
少荣誉 ：获得 “第
十届中国民族文
艺山花奖舞龙大
赛 ”金奖和 “第九
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
表演项目一等奖，
2010 年 7 月赴上
海世博会参加了
湖南宣传周演出。
随着旅游业的勃
兴，该县还将贺郎
歌 、嫁女歌 、油茶舞 、碳花舞 、
庆鼓堂、打泥脚等特色文化打
造成接待游客的表演节目，深

受广大游客喜爱。 为推介本地文化和旅游资
源，城步还协助摄制了《醉寨》、《锦绣苗乡》、
《城步吊龙舞》、《巨藓之谜》 等文化旅游专题
片以及电影《爱洒人间》和《一步之城》。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 近年来，该县相
继举办了全国风筝精英赛、邵阳市民运会、自
治县 55 周年庆典等节庆活动。尤其是举办中
国城步首届民族文化生态保护艺术节暨第
13 届“六·六”山歌节上，引进文化产业项目
资金 8.7 亿元， 为加快苗乡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2010 年，城步荣获
“中国最具影响力文化旅游百强县” 称号，并
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长安营、白
毛坪等乡镇先后被省文化厅评为全省 “群众
文化艺术之乡”，杨家山业余剧团被评为全省
“百佳民间剧团”。

边陲美景入画来

城步山清水秀，风景如画。近年来，县委、
县政府大力实施“生态立县、项目兴县、产业
富县”的发展战略，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描绘了一幅幅更新更美的画卷。 今日苗乡更
迷人。

“城长一扁担，街宽一巴掌”，这是昔日城
步县城的全貌。 2003 年以来，县委、县政府审
时度势，大胆提出了“南改北建、扩容提质”的
新型城市建设思路， 制定出台了全国第一部
《民族风格建筑条例》，编制了《县域城镇体系
规划》、《县城总体规划》、《城北新区控制性详
规》、《城南旧城改造控制性详规》 等 20 余项
规划。同时，紧紧抓住自治县成立 50 周年、55
周年重要历史契机，着力推进拓城、融城、秀
城步伐。 10 年来，城步累计投入资金 80 多亿
元，相继实施了湘西南大市场商居开发、城北
开发区、行政中心办公楼、县委县政府老院子
改造、儒林广场、城南河堤风光带、荣昌风雨
桥、民俗文化中心等重点项目。县城规划面积
由 1983 年的 4 平方公里扩展到 10 平方公
里， 建成区面积由原来的 2 平方公里扩大到
7.8 平方公里，全县城镇化率和绿化率分别达
到 30%和 60%。

2008 年以来 ，为
将儒林镇打造成 “生
态、园林、现代的具有
少数民族特色的旅游
县城”，使城步加速融
入大桂林旅游圈和大
湘 西 生 态 文 化 旅 游
圈， 该县积极牵手本
省和广西、 贵州的通

道、龙胜、三江、黎平 4 县，联袂打造西南民俗
风情旅游金三角。 为实现这一构想，城步“大
办交通、办大交通”，积极向上争项目 、争资
金， 并加快农村公路建设步伐。 随着竹城公
路、省道 219 城贝公路建成通车，洞兴高速西
岩支线今年 12 月实现通车， 城步北接长株
潭、南通桂林的大交通格局基本形成。

交通网络日益完善， 为持续加热城步生
态旅游注入了强大活力。 长期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美丽苗乡撩开了面纱， 展现出神奇的魅
力。 八十里大南山草山连绵，让人领略“天苍
苍、野茫茫”的奇特神韵；千顷白云湖，水质清
澈、湖光潋滟；两江峡谷，号称“三湘第一绿色
长廊”；十万古田，千年苔地风光神秘苍茫；神
秘的白云洞，集幽、奇、险于一身；古朴苍莽的
沙角洞，57 株“国宝”银杉傲立其间。 还有古
苗寨、 古侗寨， 与青山绿水和谐相融……目
前，南山已成功跻身国家风景名胜区行列，并
纳入 《大湘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两江峡谷、白云湖（十万古田）、金童山
省级自然保护区分别摘得国家森林公园、国
家湿地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字号牌
子。美丽的自然景致和独特的人文风情，吸引
了成千上万旅客的眼球。 2012 年，全县接待
游客 42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2.8 亿元，并
精心打造了桂林—南山—崀山—长沙、 张家
界—崀山—南山—通道 、县城—白云湖 (洞 )
—两江峡谷—南山—桂林等旅游精品线路。
在 2010 年 “中国最具特色魅力旅游城市”公
益评选中，城步荣获“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县”
和 “中国区域休闲旅游目的地城市” 两项殊
荣。

与此同时，城步以提升城乡品位、改善人
居环境、增强群众幸福感为目标，以集镇建设
为抓手，大力实施市场整治、交通整顿和城管
执法，奋力创建省级文明卫生县城。 如今，儒
林镇、 长安营乡等 4 个乡镇创建为全省环境
优美乡镇，“环境整洁、空气清新”成为城步的
一张亮丽名片，广大群众的文明素质、生活质
量和精神风貌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该县斥资
2000 多万元，新建县城滨江文化长廊，对兰
蓉、 南山等乡镇 21 个村 2500 户农户实施特
色民居改造， 构筑了一道风景别致的民俗文
化旅游景观带。

“乘风破浪正当时，科学发展谱新篇”。今
天，生态、文明、开放的城步，正以其卓约的风
姿，成为湘西南一颗璀璨的明珠。勤劳、友善、
智慧的苗乡人民， 热忱欢迎各界有识之士前
来城步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共谋推进“湖南
风力发电第一县 ”、“湖南生态文化旅游强
县”、“中国南方乳业第一县”和“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县”的宏伟大业！

魅力城步等您来
———写在第二届湘桂原生态风情节暨城步第 16届六月六山歌节即将举行之际

饶兴军 蒋剑平 阳望春 聂永红 戴勤

吊龙为城步民族文化一绝。

苗乡庆典，鼓乐齐鸣。

古老的苗寨，美丽的苗姑。

县委书记罗建南 （右一 ）在考察 “苗乡
梨”基地。

县长杨博理（右）在乡镇调研。

人间仙境白云湖

（本版照片由城步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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