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岁末，冬日的暖阳照耀着湘中大地，著名
学者王鲁湘应邀回到久别的故乡———湖南娄底，对娄
底的文化旅游业进行了考察，并与娄底市宣传、文化、
旅游部门的官员一起，就娄底旅游文化大融合进行探
讨和交流。

而今天，春风吹绿了娄底，“旅游文化”的热词，在
湘中大地，也正展开她迷人的缤纷。我们特摘录娄底市
旅游局局长与王鲁湘的对话， 这场对话中有学术的沟
通，有思想的碰撞，有行业的分析，有产业的谋划，你会
听到，那悦耳如歌的娄底文化旅游花开的声音……

旅游局长廖志理对话著名学者王鲁湘：

娄底旅游与“湖梅文化”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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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理：娄底旅游发展最关键的时刻已经
到了。 2013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强力主导下，
娄底旅游业来势很好， 全市旅游总收入突破了
100 亿大关， 达到 116 亿， 旅游接待总人次达
1600 万，增长幅度达 30%。 旅游业在我市经济
发展战略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王鲁湘：我这次回来去各地走了走，看到
现在娄底的景区建设劲头十足， 也感受到越
来越浓的旅游产业发展氛围， 真是令我耳目
一新。

廖志理： 目前娄底有 4 个 4A 级景区，包
括曾国藩故里、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湄江
风景区， 另外还有涟源的龙山， 新化的大熊
山，以及冷水江的波月洞等等，已经初步打造
成景区并对外形成了一定吸引力， 还有一些
比较好的资源尚在规划开发之中。

娄底旅游发展的总体思路是这么构想的：
根据文化内涵和资源条件把娄底分为三个区
域，一个是湖湘文化体验区，以曾国藩故里为
核心；一个是梅山文化生态区，包括紫鹊界梯
田、梅山龙宫、大熊山等景区；还有一个是中心
城市休闲区，包括涟源的湄江、龙山以及中心
城区的水府庙湿地公园、仙女寨等景区。 重点
打造四块品牌，即：乡间侯府（曾国藩故居）、梯
田王国（紫鹊界梯田）、山水《围城》（湄江、龙山
以及涟源城区）和世界锑都（冷水江）。 再就是
一个形象口号———“湘中明珠，快乐娄底”。

湖湘文化体验区指的是曾国藩故里———
双峰。 曾国藩是儒家入世精神的楷模，湖湘文
化的代表性人物，是以“秀才带兵，实业救国”
的晚清中兴名臣，他的抱负，他的八本家训，
他的治家格言，体现了儒家思想“经世致用”
的核心理念，他的思想文化是可以体验的，所
以我们就从功能定位上把这里作为一个文化
体验区来打造。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建
设，富厚堂、白玉堂等核心景区主体建设基本
完备，还有曾国藩文化广场、书画一条街及耕
读园等一批项目正在全力打造。 耕读园想搞
一点建筑搞一点田地， 让一些孩子既可以到
这里读书也可以体验田间劳作， 进而亲身体
验耕读文化的传承。 此外，蔡和森、蔡畅是湖
湘文化的红色表达， 其故居和纪念馆的建设
也是湖湘文化体验区的重头大戏。

梅山文化生态区包括新化、 冷水江以及
涟源部分区域。 这个区域虽然要突出梅山文
化， 但是它最宝贵的还是优美的自然生态环
境。 有人在紫鹊界搞了一个“红尘外，云水间”
的策划，我很赞赏！ 梅山文化是“梅山蛮”自己
独特的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不仅是一种真正的原住民文化，更是研
究古代化外民生活和生产方式难得的活资
料。 它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巫术崇拜，信奉的是
梅山神“张五郎”。 它的民俗表现形式主要有
傩戏、武术、山歌、饮食等。 然而，这种独特的
民俗风情， 首先要依托它奇秀的自然生态来
引人入胜。 所以从旅游客源市场需求的角度
来说，梅山文化生态区，生态摆在第一位，同
时，要加大文化挖掘与打造的力度。

中心城市休闲区包括娄星区以及涟源、
双峰的部分区域。 作为一个宜居型城市，中心
城市休闲区主要体现它的休闲、康体、娱乐及
游客集散功能。 这一区域是梅山文化和湖湘
文化的交汇之地，桥头河以西的老安化、老新
化一带属于梅山文化区域， 过去也信奉梅山
教。 但是娄星区、双峰这一带和梅山文化就没
有多少关系了，他们并不讲梅山。 所以，中心
城市休闲区是梅山文化有一点， 湖湘文化也
有一点。 因此， 这个区域我们没有特别提文
化，主要是强调它的休闲功能，给奔波劳碌的
人们提供一个休养身体、舒悦心灵的空间。

王鲁湘： 这个中心区域的文化底蕴也是
很浓厚的。 我生活过的涟源， 也就是过去的

“蓝田镇”，有“小南京”之称，是湘中十分热闹
的码头。 抗日战争时期，很多文化机构、教育
机构都迁到了这里，一批著名的文化学者、教
育界人士也随之而来，钱钟书《围城》里的“三
闾大学”其实就是我的母校涟源一中，书中描
写的钟声我天天在听，我还去敲过那口钟。

廖志理：是的，我们涟源打“山水《围城》”
这块牌子，说的就是龙山、湄江，一山一水围
绕涟源城区，借的是钱钟书《围城》的名气。 涟
源一中的原址是辛亥革命元勋李燮和的故居
“李园”， 抗日战争时成为南迁至此的国立一
师的校舍，是当年钱钟书执掌教鞭的地方，也

是《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形。 涟源还有湘
军将领故居群， 这是完全可以作为旅游景点
来打造的，但湘军统帅是双峰的曾国藩，他们
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主次问题， 湘军是不是就
举曾国藩的牌子就够了，而涟源就着重推《围
城》这块品牌？

我是涟源人，王教授您也是涟源人。 有意
思的是，前段时间涟源市开展“涟源精神”的
大讨论，十条中有四条都有“围城”二字。 我认
为，在“涟源精神”中提“围城”二字是不妥的。
因为涟源人的精神血脉中其实并没有“围城”
的那种禁锢，比如王教授您，还有梁稳根等涟
源籍代表性人物的身上， 有的只是开放、包
容、 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 我们从旅游上说
《围城》，只是借用《围城》这一特有的文化现
象吸引大家对这块土地的关注。

另外，中心区域的涟源龙山还有药王孙思
邈的传说。传说他在龙山住过一段时间，在这里
编写了《千金药方》，现在当地有药王庙，还有孙
家桥、孙水河等都是以孙思邈的姓来取名的。这
些美丽的传说、动人的故事，都是我们做大做强
娄底特色旅游的文化支撑点， 中心城市休闲区
这一块，文化到底怎么做，我们还有困惑，正在
思索。

娄底市旅游业正面临许多大好机遇，一
是 2013 年 4 月 25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游法》，对旅游业健康发展是一个良好的促
进；二是沪昆高铁，长韶娄、娄怀、二广高速公
路的即将开通， 对娄底大交通环境是一个极
大的改善；三是金和康年等 10 多家高星级饭
店相继运营， 对娄底旅游接待能力是一个极
大的提升。 因此， 我估计整个娄底旅游的发
展，会出现一种井喷的态势。 但现在我们有一
个困惑，就是文化与旅游怎么结合？ 怎样用旅
游这么一个载体来体现我们的地方文化特
质？ 怎么让文化资源摆脱“自娱自乐”的发展
现状， 通过旅游市场来提升地方文化的影响
力？ 这是我要向王教授讨教的。

王鲁湘： 我觉得你们对娄底旅游的这种
思考是很有意义的。 娄底是娄星、氐星双星照
耀的地方， 寓意着其在文化品质上具有某种
双重性， 也决定了我们旅游的禀赋具有双重
性。 我用 16 个字来概括娄底的旅游禀赋：山
水环抱，雅俗共赏，文武双修，城乡两美。

怎么在文化上定义的问题，我们都知道，
旅游的终极目标最终要落在文化上， 不仅仅
是人文景观，即使是自然景观，最后终极的目
标仍然是在它的自然景观中体现某种文化的
东西。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文化的属性定位，通
过文化属性的定位来提升自己的品质， 定义
自己的形象，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

老湘乡是一个湖湘文化的地区，老新化、
老安化是梅山文化的地区， 娄底中部的涟源
正好是这三个县各切一部分组成的一个新
县，因此湖湘文化和梅山文化在这里结合，在
这里碰撞，然后在这里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它们的融合是一个非常缓慢和长期的历史过
程，在某种意义上，在湘军崛起之前，它们以
对抗为主， 直到湘军秀才带兵从涟源团练起
势，利用这次历史机遇建立军功，然后才交融
糅合把自己汇入到中原的政治文化序列里
去。 我们谈湘军的战斗力，湘军的组织，绝对
不能只谈到湖湘文化。 其实我们只要读一读
曾国藩的东西， 看一看曾国藩对军队和士兵
的理解就知道了， 就是有坚定的儒家文化信
仰的秀才，带领非常土野的山民，然后组织了
这么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湘乡的湖湘文
化早就在山野之间用耕读文化这种形式培养
了一批这样的秀才， 士兵就是在乡村里边最
最质朴的农民， 这些农民身上体现的是梅山
文化， 血液里流淌着蚩尤遗传下来的对中原
汉人长期反抗的一种血性以及几千年来和中
原文化对峙形成的一种叛逆的性格。 所以我

想，其实在我们娄底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是
湖湘文化和梅山文化的结合，就叫做“湖梅文
化”。 只有从“湖梅文化”才能说清楚为什么湘
军里头最打死仗、 最不怕死的就是娄底的这
一批将领，通过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仅仅
是士兵，还包括他们的将帅，确立了湘军的战
斗精神。 这不是其他地方的湘军形成的，是娄
底涟源这边的秀才带出来的农民部队表现出
来的湘军的战斗精神。 所以，这种“湖梅文化”
才是湘军底蕴， 这种双星属性的文化是我们
娄底特有的文化， 它是湖湘文化的雅文化和
梅山文化的野文化的一个集合体。

廖志理：王教授提出“湖梅文化”的概念，
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没有人提过。 以儒家为
底色的湖湘文化和以乡野俚俗为表征的梅山
文化，本来也具有不同的特质，但它们在湘军
身上彼此交融继而形成湘军的战斗精神和文
化特质。 湘军营官罗信南（陶龛居士）告老还
乡后在娄底白鹭湾兴学， 他的后人继承了湘
军的血性精神，创办陶龛学校，其血性教育影
响深远，这也可以认为是“湖梅文化”最直观
的表征。

王鲁湘：是的。 至于在表现形态上，湖湘
文化以人文胜，梅山文化以生态胜。 湖湘文化
是文，梅山文化是武。 湖湘文化是雅文化，体
现出来的成果是学，包括学人和学术著作，当
然也包括诗词创作，是精英化的文化。 而梅山
文化的形态是俗，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 它并不是集中体现在几个精英身
上，而是所有的民众共同参与，溶化在所有的
民众身上和他们的生活中。 它并不像雅文化
那样需要很多时间专门学习， 然后体现在几
个精英身上。 所以我们在梅山文化中不要去
找什么代表性人物，它本身就是非精英化。 但

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态已经不是纯自然生
态。 比如说紫鹊界，就是梅山文化的一个代表
作。 如果没有梅山文化的那种精神，那种需要
开山辟林的环境，你们想想，它能够在这样的
坡度，这样的海拔，这么持之以恒以几千年的
努力造出八万多亩梯田的壮观景色来吗？

所以， 我们要把我们旅游资源的禀赋进
行一个属性的重新认识， 再和周边的旅游资
源比较并寻找它的比较优势， 然后把重点放
在比较优势的打造上。

这种比较优势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梅山
文化。这是在湖南，全中国，全世界唯一的，而且
它今天还活在我们中间， 活在这个地方的老百
姓的生活之中。它有民间信仰的形态，民间武术
的形态，民间民居的形态，民间文艺的形态，包
括山歌，包括饮食，很丰富。梅山古属南蛮之地，
地域范围据《宋史·梅山峒蛮传》所载，指地处沅
（水）、湘（江）之间的资江流域，“开梅”以前一直
是一个不服徭役的世外桃源。 据传，距今 5000
年前，中华始祖之一、苗瑶族的祖先、南方部族

“九黎”首领蚩尤战败后，其余部被迫向四周迁
徙， 其中进入梅山的一支与原住居民百越族杂
居融合，改族号为“三苗”，宋时称此地人为“梅
山蛮”。北宋时期的章淳“开梅”，使“旧不与中国
通”的梅山地区归循王化，正式纳入宋朝版图，
宋熙宁五年建置新化县， 宋熙宁六年建置安化
县，此时的新、安两县，东界宁乡，西界溆浦，南
界邵阳，北界武陵，东南界湘乡，东北界益阳，西
南界邵阳，西北界桃源，即是原梅山的境域。 新
化饮食是梅山文化性的， 它的饮食当中带有一
种暴烈性，和这个地方的民风的暴烈、刚烈是一
致的，这其中以三合汤为代表。而湄江喀斯特地
貌的山水和梅山文化也是相关的， 也带有这种
刚烈的性质，野的性质。文化一定是和一个环境
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刚才说了，即使最最原始
的自然形态，它也一定是有文化属性的。你无法
想象梅山文化会出现在洞庭湖平原， 它一定是
和这样的山、这样的水结合在一起，所以文化和
旅游也就这么自然地结合了。 当你看到一大片
紫鹊界梯田为云雾缭绕的时候， 突然从云雾间
飘来新化的山歌， 这个文化就和自然完全溶在
一起。

廖志理：是的，“战神”蚩尤这种不避凶险
永不言败的血性精神也被梅山后人很好地继
承了下来， 近代陈天华的 《警世钟》、《猛回
头》，罗盛教舍己救人的国际主义情怀，就是
梅山精神的突出佐证。 而且，梅山区域还为湖
湘文化贡献了一个大人物———邓显鹤 （邓湘
皋），他是《船山遗书》的第一个编纂者，被梁
启超称为湘学复兴之导师。 王船山是湖湘文
化集大成者，但是没有邓显鹤就没有王船山。
邓显鹤一生纂辑文献 45 种 640 余卷，字数逾
千万，对湖湘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邓显鹤还有自己的诗集———《南
村草堂诗钞》， 他的诗可以和唐宋诸老相比
肩，即“驰骋于唐宋诸老之场”。

王鲁湘： 另一个优势就是湘军文化。 现
在，我们到湖南来看湖湘文化，其实就看了一
个东西———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成了我们跟
外来人说湖湘文化故事的唯一的一个故事
点， 此外我们就没有别的承载的东西了。 其
实， 湖湘文化一个灿烂的文化成果就是湘军
这个军政集团的出现， 而这个集团的人在自
己的家乡是留了东西的。 清史稿湘军人物入
史的 44 人，娄底占 30 人。 我们可以先做做工
作，把入了清史稿的 30 个湘军人物留在家乡
的府邸、旌表、牌坊等等资源摸清楚，然后重
点保护打造好几个著名的、 我们耳熟能详的
湘军人物的府邸。 我们昨天看到的刘腾鸿府
邸———余庆堂， 这个建筑在所有湘军府邸建
筑的级别上，我认为是最高的，是典型的中轴
对称中原府邸式结构， 是中原政治文化向本
土推进的一种体现。 因为这种构造是一种政
治规格，只有得到了这样的军功，获得了这样
的政治地位后才有资格修这种中轴对称的高
墙大瓦的房子。 有可能的话，应当将它恢复。
你想想，如果我们来看湘军，看湖湘文化，看
完岳麓书院还能看什么？ 往西走，到娄底来，
从富厚堂、大夫第、白玉堂一路看到杨家滩，
一直再看到三甲， 看那些人投身湘军之前是
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财富
状态，然后在湘军中扮演过什么角色，立过什
么样的战功， 然后由于这些战功朝廷给予过
什么样的封赐，最后他们怎么发的财，回家建
的什么样的府邸， 这一系列就把一个湘军的
历史说清楚了。 先有湘军之母———罗泽南的

“弟子兵”李续宾在杨家滩办团练，而后才有
曾国藩的湘军部队，也就是湘军之始起于此。
湘军的一个句号也是在这里， 是李续宾的儿
子李光久带领湘军打的最后一仗， 和日本人
在东北旅顺打的，全军覆没，从此，湘军作为
曾建制的、 在历史上那么辉煌的一支军队在
这里就划上了句号。 这部湘军史也就是晚清
的半部史。 所以，湘军文化，我们作为它的发
源地、核心区，这面大旗我们要把它扛起来，
而且要通过旅游介绍给所有的人。 所谓湘军
不是一个全湖南的概念， 不要跑到常德、郴
州、湘西去找湘军。 要缩小人们对湘军这个概
念的地域范围，精准瞄准。 我们旅游产品的开
发在做大概念的时候也是这样， 要把这个大
概念精准地落到小地区。

廖志理： 我特别赞成王教授对湘军文化
的定位和湘军将帅游路的构思。 过去我们只
关注曾国藩，实际上，湘军真正的发源地和大
本营是涟源杨家滩，湘军的几员猛将李续宾、
李续宜、刘腾鸿、刘腾鹤等都是土生土长的杨
家滩人。 而且，现在杨家滩的湘军将帅故居群
的规模和保存情况都较为可观， 如果加以修
葺，再在此地陈列他们的事迹，以湘军之战功
卓著、声名远播，必将吸引众多关注华夏文化
与国民精神的人士。

王鲁湘：我觉得重点就是抓这两个，然后
把这两个合起来打造一个概念———“湖梅文
化”。 娄底文化的底蕴就是一种“湖梅文化”。
不要提太多的这个文化那个文化， 多了什么
也没有了。

廖志理：王教授一席话给我的启示很大。
娄底旅游要立足本土固有资源， 挖掘本土文
化元素， 形成具有鲜明娄底特色的旅游文化
现象，既有湘军的蛮悍，也有红色的悲壮；既
有湖湘文化的儒雅，也有梅山文化的质朴；既
有陈天华的荡气回肠， 也有方鸿渐的幽默狡
黠。 让这块土地上多元文化的种子，呈现出别
样的芬芳。

娄底注定是这么一块斑斓多姿的文化沃
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娄底文化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必将敞开胸怀向人们展现出它的丰富和
博大， 让来这里的人们品味一道五味俱全而
又回味无穷的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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