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山一座连着一座，隧道一个
接着一个。

福寿山、连云山、汨罗江、大围
山、酒埠江、云阳山、神农谷、八面
山、齐云山、青娥山、九龙江……

森林，云雾缭绕，绿水，欢快奔
流，深呼吸，负氧离子似扑面而来，
闭上眼，就这样沉醉在这绿色的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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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青山作翠屏

千里平汝线上，青山如一幅幅千姿百态
的画屏，让人目不暇接。

从北往南，先是傲视五岳，主峰比泰山
还高，有“天岳”之称的幕阜山，为湘、鄂、赣
三省边界最高峰。 传说中雷神居住之所、伏
羲诞生之地。 峰顶俯瞰，是万亩良田美池，全
国滑翔伞俱乐部的“鸟人”们从万丈绝壁上
飞上蓝天。

接着是“十里绝壁、百里丹霞”的石牛
寨。 从仙女峰栅道绕至将军湖，漫步凿在绝
壁上的栈道，身后壁立千仞，身前是望不到
边的丹霞。 起个大早，可看到太阳从江西那
边冉冉升起。

往南是连云山，一路盘旋上山，仿佛要
摸着天上的云。 它孕育了四个美得让你尖叫
的峡谷，夏季是漂流的好地方。 而福寿山东
西狭长 80 公里，南北仅 8 公里，像一只蝙蝠
展翅。 白龙瀑布从百米高空一泻而下，白云
寺是唐代侍郎白琪的隐居所在，庙后，竟有
200 多座舍利塔掩映在草木之中。

而大围山是一个 7 万多亩的绿色迷宫。
沿着山涧溪流拾级而上， 瀑布在群山的寂静
中轰然作响。神奇的第四纪冰川，将花岗岩石
蛋漂至满山。 春天，万亩杜鹃花盛开。

云阳山，是徐霞客入湘第一个游览的地
方。 山在城边，城在山脚。 入山，酒泉瀑布飞
流直下。 山上道观和佛寺并存，登顶正阳峰，
可与老子一同眺望四方， 洣水像飘逸的银
绸，汇文江、茶水半抱茶陵城。 传说南岳圣帝

每年夏季会来此纳凉避暑，六月七月香客如
云。 有古南岳之称。

说到湖南第一高峰，神农峰当之无愧，海
拔 2212.5 米。 高山植被层次分明，山脚是小
竹林，山腰是原始次生林，山顶是高山草甸。
南边的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
过要下鞍”，山体起伏变化，沟谷纵横，平均坡
度达 35度，S状的旋卷结构比比皆是。

而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卧在罗霄山脉
与南岭的交接处，林海苍莽，青山叠翠。 雨天
里，和心爱的人共撑一把伞在新修的栈道上
漫步，浪漫美好。

湖河溪瀑奏恋曲

平汝线的水，是一首与山与四季相恋的
交响曲。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的诗
句仍在耳边。这条承载着屈原忧愤的河流，于
龙门流入平江县境内， 弯出一个世外桃源似
的盘石洲，洲上树木葱茏，花草繁茂。 向西流
经平江城区，两岸粉墙村舍，桃红柳绿。

醴陵官山水库涧江秋月、 小溪桃涨、龙
池烟雨、狮岭暮云、古寺疏钟等八景点缀其
中，泛舟于烟波浩渺的湖面，可观白鹭翩飞。
湘东“小四水”渌江安静地流过醴陵城，陪伴
着日夜做陶的醴陵人。

攸县酒埠江里数十平方公里的酒仙湖
碧波粼粼；遥相呼应的茶陵东阳湖是大自然
的绝妙之作，湖中近百座大小岛屿，星罗棋
布，渔帆点点，芦叶青青，水天一色。

白水寨与天马寨位于炎陵梨树洲风景
区，像两条飘舞的彩带，由南向北紧紧地缠
绕着，陡峭山势所形成的瀑布群就像美丽的
银练盘旋其间。 而神农谷里奔流不息的溪
水，一路欢快跳跃，与巨石做着游戏。

或是温柔的静脉，或是奔腾的动脉，耒水、
洣水、渌水等湘江的支流及万千溪流瀑布如血
液在高山中流淌，赋予大湘东无限的活力。

冰川时代写日记

千里平汝线，是一个露天的巨大的地质
博物馆。

石牛寨、大围山、酒埠江都是国家地质公
园，而八面山正在申报国家地质公园。这一条
线， 从北面的大围山到南面的神农谷、 八面
山、九龙江，处处留下了冰川时代的遗迹。

浏阳大围山七星岭附近的山谷两坡陡
立，谷底深而宽，山谷横剖面呈 U 型。这是第
四纪冰川沿山谷流动、侵蚀而形成的典型地
貌。 远处像珠穆朗玛峰一样的角峰，50 万年
前曾被冰雪覆盖。 而花岗岩石头上一个圆窝
窝，是冰臼。 在玉泉湖还可看到冰斗、漂砾、
冰擦痕……炎陵神农谷里，有冰臼群，我们
看到的神农脚印，也许是冰川的伟力。 桂东
八面山地质公园，除花岗石地貌、碎屑岩地
貌、喀斯特地貌，第四纪冰川地貌也非常明
显。 在汝城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的峡谷里，
那像一个个大浴缸似的石床，也是冰川时代

留下的日记。
地球厚爱湘东，不停歇地雕刻这里。
酒埠江地质公园里发育着独特而完整的

岩溶峰丛谷地地貌和溶洞、地下河系统，多层
洞道连通形成规模宏大的立体迷宫洞网，堪
称我国的“溶洞世界”、“洞穴博物馆”；桂东县
四都溶洞群地质公园里， 积石嵯峨， 清涧环
绕，洞口云气似炊烟涌出。也许整个罗霄山脉
下溶洞相连，不知道藏了多少秘密！

300 万岁的江背山大峡谷南北纵横十余
公里，谷底遍布奇石，如龟、如蟒，或卧、或
立，形状各异。 时而是翠绿的深潭，时而是哗
哗的溪流，两边石屏棱石层叠，如两条巨龙
卧伏山顶，延绵十余公里。 马蜂们在悬崖峭
壁上造了椭圆形精致的窝，红红的杜鹃装饰
它们的空中花园。

在梨树洲风景区海拔 1800 米的高山
上，渲染着成片的绿色，那是独特的高山草
甸，深远辽阔，让人直想红尘作伴，策马扬
鞭； 桂东宽阔的万洋相思大草原一望无际，
牛羊成群， 传说牛郎织女曾经在这里相会；
汝城白云仙的南国草原绿得霸道， 由远而
近，墨绿、深绿、翠绿、嫩绿，绿意盎然。

穿插在丘陵山间的桂东梯田、 汝城梯
田、攸县梯田、炎陵梯田……层层叠叠，在夏
日的阳光下泛着金光。

人与自然深呼吸

大湘东绿色的世界，是生命的乐园。2014
年 5月， 在深圳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生态旅游
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中国深呼
吸小城 100佳”，炎陵、桂东榜上有名。

人，动物、植物、天空的鸟，水里的鱼，一
切生命在这里深呼吸。

黄山松母树选择了在幕阜山安家，钟萼
木、半枫荷、鹅掌楸等国家保护树种在这里
自由生长，难得一见的云豹、穿山甲穿梭于
大山之中。

“天然动植物博物馆”的大围山，3000 多
种绿色植物群，多得你生怕叫错了名字，一株
株古树在微风吹拂下喃喃细语。 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云豹、 白颈长尾雉成为了这块中南地
区保存最完整的动植物群系里的常住居民。

或是吕洞宾在酒埠江云游，倒了半壶酒
的缘故吧，到处散发着醉人的气息，森林覆
盖率达 96%的酒埠江，还能看到大蟒蛇慵懒
的爬行其中。

有了湖湘第一高峰神农峰的遮阴蔽日，
“活化石” 南方铁杉在炎陵梨树洲马槽滩两
岸，肆意生长。 它们在八面山成群结队，仅在

野猪窝就有一片 200 亩的南方铁杉群，1000
多棵银杉也钟情于这里。 每年初秋，八面山
与齐云山的上空总会上演一幕壮观的大戏，
数十亿只候鸟成群结队，迁徙至此，开辟一
条“千年鸟道”为牛郎织女相会开道架桥。

走进 2.2万公顷的神农谷， 古木森森，有
千年铁坚杉，直插云霄的秦岭冷杉，有着美丽
传说的七姐妹树，熊猫喜食的高山箭竹。 短尾
猴是神农谷里最活跃的主人， 它的朋友金丝
猴嬉戏在悬崖密林里， 野生梅花鹿徜徉在草
甸间， 红腹锦鸡穿梭在灌木丛中， 更有华南
虎、黑熊、金钱豹在这里共生共存、相映成趣。

五月，九龙江的蕙兰又开花了。 随着四
季替换，“绿醉红花虾脊兰”、“鹤顶兰”“汝城
建兰”相继绽放，给九龙江披上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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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江县： ①平汝高速—平江出口
下—平江县城（全程 40 分钟）②县城—平
伍公路—福寿山-汨罗江景区 （约 30 分
钟 ） ③县城—G106—S308—连云山景区
（约 80 分钟），按此线路可到石牛寨、纯溪
小镇 ④平江起义旧址在县城内 ⑤县
城—G106—Y117—幕阜山景区（约 100 分
钟） ⑥县城—G106—杜甫墓祠 （约 30 分
钟）

● 浏阳市： ①平汝高速—浏阳出口
下—浏阳城区（全程 30 分钟）②县城—浏
东公路—长浏高速—大围山景区（约 2 小
时 ） ③县城—G319—S310—秋收起义文
家市会师旧址、胡耀邦故居（约 1 小时 20
分钟）④文庙在浏阳城内

● 醴陵市：①平汝高速—醴陵工业园
出口下—醴陵城区（全程 1 小时）②县城—
X016—X015—官庄水库景区 （约 1 小时）
③李立三故居、渌江书院在醴陵城内

● 攸县： ①平汝高速—攸县东出口
下—攸县县城 （全程 1 小时） ②县城—
S315—酒埠江景区（约 2 小时）

● 茶陵县 ： ①平汝高速—衡炎高
速—茶陵收费站下—茶陵县城（全程 1 小
时）②云阳山景区、南宋古城墙、工农兵政
府旧址在县城内

● 炎陵县： ①平汝高速—霞阳收费站
下—炎陵县城 （全程 1.5 小时） ②县城—
G106—炎帝陵 （约 40 分钟 ） ③县城—
X067—神农谷景区 （约 1 小时） ④县城—
G106—X069—梨树洲景区（约 1.5 小时）⑤
中国首家红军标语博物馆在县城内

● 桂东县： ①平汝高速—沙田出口
下（可到沙田镇，“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
布旧址）—G106—桂东县城（全程 2.5 小时
小时）②县城—G106—平汝高速—八面山
景区（约 1.5小时）

● 汝城县： ①平汝高速—汝城北出
口下—汝城县城（全程 3 小时）②县城—
G106—X010—九龙江景区 （约 1.5 小时）
③县城—G106—S324—江背山景区 （约
40 分钟）④湘南起义策源地、濂溪书院在
县城内

向 导

我们的目光曾热切地关注过
大湘西、大湘南、长株潭、大梅山、
洞庭湖，也许是罗霄山脉的阻隔，
也许是她的沉默不语， 湘东淡出
了我们的视线。

今天， 一条宽阔的平汝高速
公路贯穿湖南东部， 如激光照亮
这里的奇峰峡谷， 我们惊奇地发
现， 它如一条丝线， 串起了大湘
东 ，串起了平江 、浏阳 、醴陵 、攸
县、茶陵、炎陵、桂东、汝城 8 个革
命老区、边区，串起了国家《罗霄
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
划》、《赣粤闽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规划》中的湖南战场。 串起了醉
人的绿色和连绵的美景， 串起了
密集的文化宝藏和星星之火，从
这里燎原的光辉岁月。

如此，我们怎能忽略大湘东？
从今天起， 我们推出 《纵情平汝
线》系列，我们希望，平汝线将成
为湖南乃至中国经典的黄金旅游
线路，成为一条富民路，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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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大围山第四纪冰川时代留下
的“石蛋” 本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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