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委书记、县长谈旅游

桑植旅游资源丰富，既有八大公山、九
天洞、南滩草场等生态文化；桑植民歌、白
族仗鼓舞、 芙蓉恐龙化石发掘地等民俗文
化；还有贺龙故居、贺龙纪念馆、红二方面
军长征出发地等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我们制定了“一心两轴四区”的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布局。 “一心”即：西部张家界旅
游服务中心；“两轴”即：绿色歌乡西部资源
发展轴，红色热土东部旅游发展轴；“四区”
即：山地度假养生区、山寨洞天体验区、康
体运动休闲区、红色山乡风情区。我们将以
“西部张家界，社会遗产地”为旗帜，打“生
态”牌，念“文化”经，筛选一批优势旅游资
源，精心策划包装一批精品项目，着力打造
生态度假、文化休闲、红色教育旅游三大主
体产品体系。同时，进一步突破制约旅游产
业发展的交通瓶颈问题。

——— 桑植县委书记 刘卫兵

西部张家界 桑植欢迎你

石门旅游资源丰富，南有夹山寺，中有
仙阳湖，北有壶瓶山，寺、湖、山成一轴，观
光、休闲成一体。 2013 年，石门实施生态立
县，旅游活县战略。开展了一系列创建省级
“旅游强县”的新动作，全县的农业产业、交
通基础设施、水利工程、新农村建设、大型
活动齐向旅游产业整合。

今年的“金秋游橘乡”放大了石门旅游
的市场效应，启动了学生市场及广东、港澳
市场，玩出了全民参与“我的柑橘节”的新模
式。 未来四年，我们要紧盯国家级旅游强县
目标，破除交通不畅、投入不足、配套不够这
三大瓶颈，突出“壶瓶山、东山峰、仙阳湖、夹
山、旅游商品和举办重大活动”这六大重点
发展思路，实施旅游产业的跨越发展。

——— 石门县县长 郭碧勋

旅游强县 橘乡新品牌

声 音

收获总是与金秋一起来临。
杜家毫省长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工

作会议上指出， 县域经济发展没有固定
模式,要根据各自资源禀赋，益农则农，益
工则工，益游则游。

省旅游局联合湖南日报等主流媒体
从今年 8 月开始开展“县域旅游新发现”
活动，已历时 3 个多月，走进湖南最偏远
的 14 个县 （市 、区 ），跋山涉水 ，贴近基
层， 我们深刻感受到旅游业正成为越来
越多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活动中， 我们发现了一大批深藏在
我省边界、保存完好的生态、民俗和文化
旅游资源和发展旅游的好经验。 汝城县
的森林、温泉、祠堂、香火龙旅游资源混
搭奇妙，联合资兴市、桂东县，可以形成
一个完美的旅游带。 绥宁县的黄桑、城步
县的南山、 通道县的侗文化构成一个旅
游圈。 将这三个县捆绑开发，完全具备打
造成继张家界、 凤凰之后的大湘西地区
第三个重点旅游区的潜力。 我省很多县
大力发展旅游业有效拉动了县域经济发
展，韶山市、南岳区、凤凰县旅游业已成
为主导产业，涟源市、桂阳县通过发展旅
游业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石门县
通过发展旅游极大促进了当地橘子的销
售，平江县发展旅游倒逼城市升级。

当前， 湖南旅游正处于全面建设旅
游强省的新阶段， 而全省县域旅游发展
并不平衡。 有的县交通便捷，游客涌到了
家门口， 但政府没有把旅游作为一个产
业来抓，让良好的旅游资源闲置。 甚至还
有的当地政府把发展旅游当做不务正
业。 今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首部《旅
游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发展旅游业的法
定职责。 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了六
项职责， 发展旅游已经不是政府愿不愿
意、重不重视的问题了，而是百姓所需，
发展所需。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此次活动
引起了投资商和游客对许多仍 “养在深
闺”的县域旅游资源的关注，引起了当地
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重视。 “发现”活动
不画句号，我们将继续行走三湘大地，发
现和宣传更多的湖南美景， 助推湖南县
域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旅游业
在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省旅游局副局长 高扬先

建设旅游强省 打造湖南旅游经济升级版
县域旅游新发现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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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红石门野 斑斓桑植秋

【桑 植】
红黄青橙山野秋

● 新体验：溯澧水源头，八大公山观秋
色。 篝火晚会上听桑植民歌，跳摆手舞。 参观
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贺龙纪念馆和故
居。 观芙蓉恐龙博物馆，穿娃娃鱼人工繁殖
隧洞。

● 线 路：1、 从长沙出发， 上长张高
速—张家界出口下（约 3.5 个小时）—Ｓ228—
桑植县城 (1 小时)；2、 桑植县城→八大公山
（约 2.5 小时）。 PS:张桑高速年底动工，开通
后，张家界到桑植只需半个小时车程。

不到一小时， 就从声名鼎盛的
张家界市走进桑植县， 走进白族从
苍山洱海迁居 700 多年的美丽家
园，仿佛一步步走进秋的深处。

离县城 13公里， 稻子收割了，
桂花香了，刘家坪一座高高的纪念碑
告诉我们，1935年的 11月 19日，中
国工农红军红二方面军就是在这样
的秋色中冒雨开始长征， 由贺龙带
领，开始波澜壮阔的传奇。

向前，去洪家关村，过一座古朴
的风雨桥就是贺龙故居， 湘西常见
的木架毛瓦平房， 桥旁的橘子在秋
阳下红得耀眼， 右边是贺龙纪念馆。 风雨桥
上，几位土家族老人在漫不经心地聊天，他们
是否会聊到贺龙的曾祖父首倡修建了这座
桥，97年前，刀劈芭茅溪盐税局的贺龙就在这
桥上成立的讨袁民军？ 俱往矣，如此宁静详和
的秋色，飒爽英姿、昂首阔步的贺龙元帅正笑
眯眯地看着。

溯澧水而上，秋水映秋树。 芙蓉桥的无
齿恐龙化石告诉我们 2.3 亿年只是凝固的一
瞬，一个人工开凿的长长隧道里，与它同时
代的娃娃鱼正安静地养生，它亿年的生命和
人工繁殖都证明着桑植的神奇。

秋色渐浓， 我们向湘鄂交界处、 总面积
2.2万公顷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八大公山进发。
斗篷山和杉木界林区等春天鸽子花开时再
去。 踩着厚厚的落叶，攀登天平山，我们走进
了一个物种基因库， 全国唯一的亚热带常绿
落叶阔叶混交林生物多样性监测大样地，如
果你要弄清楚低处的蕨类草类， 高处的红豆
杉、榧树、檫树，更高处亮叶水青冈等数不清
的奇怪物种，你要问身边的守林员。他甚至知
道每一棵树能呼出多少氧气， 他得意地停在
一棵树龄 379年的珙桐王旁，等待你的惊叹。

你惊叹这藏着 7500 种生物的八大公山
的丰富多样， 更迷醉于满山的秋色。 红黄深
紫，高高低低，野猕猴桃高处摇曳，野板栗落

在脚边。 上得海拔 1600米的山顶瞭望，你和
伙伴们都惊呆了。 四望，都是层层叠叠、五彩
缤纷的色彩，随着山形铺设到天边。

一路盘旋翻到山的北边，两旁金黄金黄
的杉林、 鲜红鲜红的枫树从车窗外闪过，前
方云雾缭绕着彩色的山，山下是白色的芦苇
林、 嫩绿的菜地、 青瓦的民居……下车，下
车，这完全是消失的香格里拉。 你要骑车，你
要奔跑，跑进这一片秋色当中。 你与那只吊
在苇叶上的蝴蝶一样平静，也想像这斑斓秋
色一样熊熊燃烧。 吃饭了，野猪林里老两口
整了满满一桌，他们说，春天来吧，这里有 48
种野菜。

夜幕降临，篝火燃起来，被宋祖英唱进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桑植民歌唱起来，《马桑
树儿搭灯台》、《四季花儿开》、《嘀咯儿调》，
白族阿哥阿妹唱得一支比一支深情，土家摆
手舞跳起来。 羊肉香了，红薯熟了，啤酒冰

了，裹着棉袄烤着火，晕了，醉了，过年了吗？
回家了吗？ 你只想安心地睡去，睡在八大公
山的秋夜里。

【石 门】

橘红点点秋游图
● 新体验：秀坪橘园采蜜橘；仙阳湖画

舫野钓；璞谷观奇石；探秘夹山寺、闯王陵、
碧岩泉；登湖南屋脊壶瓶山观飞瀑。

● 线 路：1、 从长沙出发， 上长张高
速—架桥出口下 （约 2 小时）—夹山 （约 40
分钟 ）；2、石门县城—仙阳湖 （约 40 分钟 ）；
3、石门县城—壶瓶山（约 3 小时）

石门的橘子红了！
当南飞的大雁四处传递着喜讯，石门的

秋天到了，四海的宾朋来了。40 万亩柑橘，星
星点点，红遍石门，到处是丰收的喜悦。 金秋
橘乡游，你的柑橘节，你要走进哪一片橘园？

当然是秀坪 1.4
万亩早熟蜜橘基地。
走进去， 你像走进了
橘的海洋，一伸手，就
可摘到橘子， 皮薄肉
甜，满嘴甜蜜。采橘吃
橘、爬橘山、拼厨艺，
上万的学生来了，成
千的家庭来了， 广东
的旅行社来了， 石门
的橘子因旅游更红
了， 看着一车车橘子
被运出去，橘农笑了。

石门只有橘子
吗？ 那橘园边不是夹
山寺吗？ 这片风水宝

地可是闯王李自成兵败禅隐圆寂之地。 那些
史料和出土文物一件件证据确凿。“捣碎乾
坤惊日月，踏翻宇宙走雷霆”的闯王真的安
心当了 30 年住持吗？ 夹山灵泉禅院的卧虎
包下藏着一个地宫， 那是闯王殚精竭虑、调
兵遣将，图谋东山再起的地方。 地宫如迷宫，
七八个出口，通风口竟是一棵空心的古树。

闻到茶香了吗？ 夹山诞生过“宗门第一
书”《碧岩录》， 宋代高僧圆悟在此潜心研习
多年，得出“禅茶一味”， 夹山特产牛抵茶是
明清贡品， 这里是中日茶道文化的源头，因
此，你不妨坐下来，看茶道表演，品一品用碧
岩泉水泡的茶，再去碧岩泉问泉登岩，看满
山白色油茶花翩翩欲飞。

想钓鱼吗？ 另一片橘园边是仙阳湖。 租
一艘画舫，闲荡于碧水中，甩下钓杆，看群山
荡漾，水鸟低飞，或到船中棋牌室娱乐一把。

鱼会上钩吗？ 不用担心。 仙阳湖是国内钓鱼
爱好者的野钓乐园，湖中有 18 种鱼。 湖边的
维新镇有特产一条街，你想带啥都有。

寂静中，你听到北边湖南屋脊壶瓶山的
召唤。 那片 600 多平方公里、莽莽苍苍的原
始次森林中，曾有华南虎出没。群峰高耸，一
条叫象鼻子沟的峡谷掀开她 2 亿年沧海森
林的传奇。“壶瓶飞瀑”，有线瀑、帘瀑、喷瀑、
雾瀑、滑瀑，美丽多姿。 自助漂流、动植物科
技馆、宜沙老街面貌一新。 不远的东山峰正
在形成“茶山花海———天上的街市”，如果冬
天来临，可“高山滑雪”。

石门不只有橘子。“土家腊肉香喷喷，农
家和渣泡泡滚，望羊麻花焦焦脆，肠子钵钵
儿馋死人。 ”石门县土家族人口过半，我们到
壶瓶山中的土家族特色村寨长梯隘村去。 腊
肉、腊鱼、香肠、血饼、肥肠、酢肠子、豆腐、豆
乳、和渣、坛子菜、菌类菜，大饱口福之余，再
配上一杯土家自酿酒，赏一段土家姑娘的响
戛舞，美哉美哉！

桑植如害羞的少女， 躲在根根直指苍
穹的峰林背后，偷窥着张家界的热闹。

你不知她有多美， 全国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贺龙纪念馆和故居的红， 全球 200 个重要生
态区之一八大公山的绿， 芙蓉恐龙化石和娃娃鱼
的古，桑植民歌和白族仗鼓舞的风花雪月，在秋天
的长空下，五彩斑斓。

石门的橘子红了，红到橘子洲头，飘香
五洲四海，红得我们以为石门只有橘。

一场橘乡采摘游，走进中日茶道的源头、闯王
李自成兵败禅隐之地夹山寺， 登上湖南屋脊壶瓶
山观飞瀑， 在仙阳湖的画舫上野钓一回， 你才明
白，40 万亩蜜橘只是石门秋天美景的点缀，一张甜
蜜的请柬，好戏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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