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面山：自驾游火了农家乐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田志波）10月5日

上午9时，记者随一个30多人的自驾游团队，从龙山县里耶古
镇出发，沿着长达16公里的盘山公路，穿行在浓浓晨雾中，于
10时9分，登上了海拔1200多米的八面山大岩门。

进入山口，就看到一块很大的草地上，连着开了5家农家
乐。 5家农家乐前有一个宽阔的停车场，形同一个广场，上面停
放着各式小车，不仅有挂湖南、贵州、湖北、重庆等地牌照的，
也有挂广东、四川等地牌照的。

农家乐前面马路两边，30多个当地农妇牵着30多匹高头
大马，在做骑马游玩的生意。 有全家一起来的游客，一家老小
各骑一匹，在平坦的草原上慢腾腾走着、说笑着。 也有情侣同
骑一匹，信马由缰在草原慢步。 还有年轻人赛起了马，大声喊
叫着“加油”……

最忙碌的当然是农家乐的老板了。“沅中元”农家乐的老板是
土家人向本初，他与几个亲戚在剥羊皮。 几个聘请来的伙计在用
电动烤箱烤羊肉，这种烤箱一次可烤8只全羊。 羊油滴在炭火上，
发出“噼噼啪啪” 的响声，羊肉的香味在草地上弥漫开来。

向本初告诉记者，自驾游火了八面山、火了农家乐，他家
今天宰杀了25只羊，因为订餐游客有208人。 从10月1日起，几
乎天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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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易善任 赵清清

“你能帮帮我吗？ ”10月4日一大早，
张家界市汽车站平安满意在张家界志愿
者服务台前，两位外国游客前来求助，咨
询到武陵源宝峰湖景区如何走。 因担心
他们坐错车， 志愿服务队队长黄宏春亲
自送他们坐上武陵源景区班线车后，才
放心离开。

“志愿者的衣服、绶带和帽子，作用可不
小。”在张家界火车站广场，志愿者欧阳丽玉
告诉记者，她今年是第二次当国庆黄金周志
愿者。看到戴着小红帽、佩戴绶带的志愿者，
游客会主动前来寻求帮助，将行李、小孩交
到志愿者手上，都非常放心。 10月4日早上，
一对刚出站的上海夫妇因手机没电了，正着
急发愁，看到戴着小红帽的志愿者，像见到
了救星一样。“看到他们如此信任我们，心里
比喝了蜜还甜。 ”欧阳丽玉说。

“黄石寨有哪些精华景点”、“武陵源
核心景区，一天行程如何安排”……在老
木峪隧道入口处， 头戴小红帽的青年志
愿者田汶玉正热情解答着客人们的询
问， 并为他们免费发放自驾游武陵源手
册、景区手绘地图、张家界旅游资讯等资
料。“谢谢！张家界的服务真是一流！ ”不
少游客拿着资料，走老远了还挥手致谢。

“参加志愿者活动， 让我收获了胆
量、锻炼了口才。 ”第一次当志愿者的胡

恒高兴地说，开始上岗时不敢说话，声音
特别小。经过几天锻炼，她现在已能熟练
向游客提供咨询等服务了。

“让所有游客平安满意，让张家界在
他们心中留下最好的印象。 ”共青团张家
界市委书记肖运谋介绍，国庆期间，全市
设置了37个青年志愿者服务咨询台，
1000名青年志愿者热情真诚、细致周到
地为游客提供服务，一顶顶“小红帽”成
为了张家界一道靓丽风景。

本报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坚

金秋崀山精美绝伦， 丹霞地貌大放
异彩。今年“十一”黄金周，崀山旅游再现

“井喷”之势：至10月6日，游客达39.1万
人次，门票收入达1210.9万元，旅游收入
达12910万元，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45%、32%、35%。

崀山正在展翅高飞!

打通交通瓶颈
“以前从长沙到新宁崀山要6个多小

时。现在全程高速公路，只需4个小时。今
年我带着家人和亲友已来过崀山两次
了。”10月2日上午，记者在崀山北大门碰
上来自长沙市的自驾游客唐先生， 他感
慨地说。

新宁，地处湘桂边陲，因有崀山而名
扬天下。崀山，作为我省第二处世界自然
遗产地、 我国独有的丹霞地貌的杰出代
表，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 过去，由于新
宁境内无高速公路、 无铁路， 附近无机
场，极大地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

新世纪以来，新宁县大力实施“旅游
立县”发展战略，把改善交通条件摆在了
重中之重的位置。 成功实施了洞（口）新
（宁）高速、白塔公路和回龙大桥、湘水大
桥等大型桥梁建设工程的新建，G207、

邵（阳）新（宁）二级公路等国省干线改造
提质。“十二五”期间，该县共安排公路建
设重点项目26个，总投资近60亿元。

2013年底，洞新高速竣工通车，结束
了新宁县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打通了
崀山旅游的交通瓶颈。同时，连接邵永高
速的邵新二级公路全线通车， 连接广西
全州县的新全公路改建工程完工。 新白
高速、永新高速均列入省里规划，将陆续
开工建设，从四面八方到崀山的道路，将
更加快捷顺畅。

“十一”黄金周期间，白塔公路的建
设者还坚守在工地， 为年底通车做最后
的冲刺。县长谭精益告诉记者，白塔公路
长50公里， 是穿越崀山核心景区的省道
218的改线工程。 竣工后，将实现景区封
闭运行。 崀山旅游将实现新跨越。

立体交通也在逐步构建。 距离崀山
50余公里的武冈机场正在火热建设中，
计划明年底试飞。常崀桂铁路、靖永郴铁
路等重大项目进入省部级规划。崀山，正
在缩短与外面世界的交通里程。

推进提质升级
“我这是第三次游八角寨景区，一次

是慢慢地攀爬，一次是坐马上山，今天是
乘缆车观赏，每次感觉不同，这次看到了
以前没法看到的风景。”10月2日，来自广
东广州市的吴先生坐完缆车后如是说。
国庆节前夕，总投资4200万元的八角寨
索道正式运营， 崀山旅游设施建设又上
新台阶。

崀山，因旅游设施落后，曾被戏称为
农民公园。 近年，新宁县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大力发展旅
行社、饭店、运输、餐饮美食、休闲娱乐、
商务会展等旅游产业，推进提质升级。新
发展三星级以上宾馆6家，成立和建成旅
行社15家、旅游车队2个、旅游购物中心6
个、旅游商品生产企业6家，旅游从业人
员达到5.5万人。 2006年至2010年崀山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期间，县里多方筹资，
投入4亿多元用于完善景区设施、改善游
览条件。 2010年，崀山一举跻身国家4A

级景区， 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2013
年， 新宁县列入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县
行列。

今年该县乘势而上， 全力推进崀山
创建国家5A级景区，掀起了第二次景区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已投入1.6亿元资金
对崀山景区进行全面升级提质。 现已建
成使用崀山游客中心、景区电子门票“一
票通”管理系统。新建旅游信息咨询中心
3个，投资建设了“智慧崀山、数字新宁”
项目， 目前部分区域免费wifi信号已开
通。景区环保观光车站点已投入使用，更
新审核了200多个公共信息符号、标识标
牌。崀山八角寨索道设计每小时运量360
人，年运量为74.8万人。

景区还新建了旅游厕所1座，四星级
旅游厕所2座，改造三星级旅游厕所6座。
景区垃圾处理做到了“日产日清”，并及
时清运下山。

今年头9个月， 全县共接待游客
596.88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41.9亿元，
同比增长40.5%、35%。

“1个小时‘游’全县”
辰溪：摄影展带群众“寻找最美景点”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米承实 刘晓克）
“这次摄影展丰富了节日文化生活， 展现了共和国成立以
来辰溪发生的巨变。 ”10月6日，辰溪县退休干部郑祖其与
老伴、孙子，看了辰溪“寻找最美景点”摄影展后感慨地说。

“寻找最美景点”摄影展国庆期间在辰溪县城刘晓公
园广场举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辰河高腔、茶山号子，国
家历史文化名村五宝田，屈原笔下的木洲，沈从文散文里
的箱子岩，国家AAA级风景区燕子洞，火马冲铁路与高速
公路并行……视觉冲击力极强的图片，反映了辰溪历史文
化，展现了独特的风俗民情和美丽风景。

活动的主办方、 辰溪县旅游局局长欧维湘向记者介
绍：为办好这次展览，辰溪县辰河掠影摄影俱乐部27名摄
影志愿者和县内部分摄影爱好者，牺牲休息时间，跋山涉
水，历时4个多月，义务拍摄图片1000余幅，最终评定41幅
单照，21幅组照为展品。

年过六旬的李爱娥、李桂娥两姐妹边看边议论，这张
美图在哪里拍的，实地游览怎么走。“饱览了辰溪的美丽风
光，领略了辰溪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更没有想到是县内
还有国字号古村五宝田，真是1个小时‘游’全县。 ”姐妹俩
深有感触地说，明天我们就去五宝田看看。

凤凰：深度游成为最大特点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黄晓军）10月

6日晚上8时5分，记者从凤凰县旅游局了解到，十一黄金周
前6天，凤凰共接待游客56.6万人，与去年相比，基本持平；
其中团队游客21.1万人，占游客总数的37.3%；而自驾游客
达35.5万人，占游客总数的62.7%。深度游成为凤凰旅游的
最大特点。

来自重庆黔江的中学教师姚先生告诉记者，他儿子在
重庆的一所大学里就读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今后的论文
想写沈从文的乡土文学，去年就想来凤凰实地考察，因故
未能成行； 今年他早早就从网上订好了古城里客栈的房
间，10月1日下午就到了凤凰。姚先生帅气的儿子则告诉记
者，在去南华山、南方长城、奇梁洞、山江镇体验苗家风情，
都是一家人一起去的，他还利用父母亲休息的时候，两次
去了沈从文读书的学校———文昌阁小学，三次去了沈从文
故居的街道，感悟沈从文当年的生活、学习气息……

当记者问及为何6日还不返程时， 姚先生答道：“重庆
很近，只需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我与儿子每人开3小时
的车，方便得很，况且7日返程的车更少些！ ”

而来自西安的李先生与唐小姐， 则是另一种深度游
了———国庆节是他们的结婚日， 可两个浪漫的人决定，不
在城里举行结婚仪式，而用来凤凰旅游的方式，作为他们
的结婚典礼。

“游客太多，太嘈杂，不利于你们小两口的浪漫呀？ ”
“这才好呢，这么多人当我们的结婚见证人；况且热闹

是白天的事，凤凰古城的晚上则安静得很。 ”唐小姐说话
时，还一脸腼腆地笑着。

在记者随机采访中，大多数自驾游游客都说，今年只
选择凤凰作为休闲度假的地方，不再像原来，一个黄金周
跑几个景区，像打仗一样，旅游比上班更累。而此次则是休
闲和度假，是深度旅游，所以玩得轻松、玩得愉快，没有赶
路的压力，也没有到处订房间的压力。

君山岛游客数创新高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蔡长春 冯梅）

国庆期间，名列“中国十大爱情圣地”之首的岳阳市君山岛
景区游客天天爆满。 1日至6日，景区游客数量达7万人次，
创下了“国庆黄金周”历史新高，其中自驾游游客数约占
70%。

君山岛景区在岳常高速出口、洞庭大桥、君山区挂口
镇至景区沿线，设立了“指向牌”，为自驾游车辆“导航”；在
入景区前5公里沿途，安排交警疏导车辆。 景区200多名员
工放弃节假日休息，各负其责，10多名“文明旅游劝导岗”
志愿者坚守岗位，为游客提供免费咨询等服务。 景区还增
加了2个临时停车点500余个车位， 由专人负责维持秩序，
有效缓解了自驾游停车需求，确保了游客旅游安全有序。

《爸爸去哪儿》
热了苗寨游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杰华 曾祥培
耿有为）爸爸，我们去哪里呀？地笋苗寨！ 10月5日，5000余
名游客涌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地笋苗寨，此起彼伏的欢
笑声让苗寨“炸开了锅”。“十一”黄金周期间，地笋苗寨借
助其为《爸爸去哪儿》第二季拍摄地，精心打造特色民俗文
化体验游，掀起苗寨旅游热潮。

一连5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地笋苗寨，喝迎客
拦门牛角酒、尝苗家小锅香油茶、吃现榨茶油龙头宴，观赏
花苗特色吊脚楼，抢宿明星爸爸亲子房，与苗族同胞一起
踩高跷、滚铁环、打陀螺，体验苗家铁人3项竞技比赛，看当
地精彩民俗表演，听原生态天籁苗族歌鼟……个个玩得不
亦乐乎，流连忘返。 来自广东的游客张永松感慨地说：“这
里民族风情浓郁，特色节目众多，我家的孩子都玩疯了。 ”

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中心的靖州，是全国唯一
的苗族侗族自治县，森林覆盖率达74.1%，苗侗文化资源丰
富，特别是今年6月成功引入《爸爸去哪儿》在地笋苗寨拍
摄，很好地宣传了靖州的特色文化和民族风情，成功引爆
靖州旅游热。

据统计，10月1日至5日，地笋苗寨迎来游客3.2万余人
次，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休闲、购物及交通运输等呈现“井
喷式增长”，创下靖州旅游接待历史最高纪录。

“让所有游客平安满意，让张家界在他们心中留下最好的印象”———

可爱的“小红帽”

演出游玩两不误———

阿哥阿妹乐星城
本报记者 龙文泱

10月5日下午，长沙市橘子洲景区游人如织。 突然，人群中
出现了一群少数民族阿哥阿妹，吸引了游客和市民的目光。

衣服以白色为主、头戴“风花雪月”的是白族人，穿对襟短
衫、缠青丝头帕的是土家族人，还有身穿五彩衣、银饰叮咚响的
苗族人。

“你们是橘子洲的演员吗？”有游客好奇地问。“我们来自大
湘西，在火宫殿庙会上表演节目。 ”来自张家界市桑植县的白
族姑娘龚春翠热情回答。

原来，这是一个来自张家界的湖南民俗文化表演团，演员
有的是白族，也有的是土家族、苗族等，曾在国内和世界各地演
出，展示我省大湘西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据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茅古斯舞代表性传承
人覃海涛介绍，这次是受火宫殿邀请，参加庙会表演，连续7
天，每天演出两场，分别是11时30分到13时30分、17时至19时。

团员们来长沙几天，一直很忙碌，5日下午才有空游一游，
第一个地方就是橘子洲。

“橘子洲是毛主席来过的地方，一定要来看看。 ”龚春翠说
着，吟起了《沁园春·长沙》。 她第一次来长沙，觉得很新鲜：“时
尚、漂亮，小吃太棒了，火宫殿就是一个小吃王国。 ”

“我们张家界武陵源是5A级景区，橘子洲也是。一个山奇，
一个水美，都是好地方。 ”覃海涛说，演出间隔时间短，从火宫
殿走到五一广场乘坐地铁，到橘子洲只有两站，很方便。

下午5时，在100多客人注视下，火宫殿的演出开始了。 桑植
白族独有的仗鼓舞为庆贺胜利而生，热烈喜庆；苗族鼓舞充满生
产生活之美，苗家青年男女求爱的“赶边边场”浪漫欢乐；演员身
披稻草演出的土家族茅古斯舞，再现原始社会生活场景……

三湘旅游小阳春

崀山“飞”起来

邗10月5日， 新宁县崀山景区游人如织。
杨坚 摄

隗10月6日， “长乐故事会” 演出队员在
岳阳楼下为游客表演。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尹明伟 摄影报道

隍10月5日， 长沙市步行街附近人头攒
动，观光、购物的游人川流不息。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持续升温潇湘游 文旅融合大湘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