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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不说咱家乡好】汝城：温泉之乡不思归
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白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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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县， 隶属郴
州市，与广东、江西接
壤，有“毗连三省，水
注三江（湘江、珠江 、
赣江）”之说。

汝城森林覆盖率
73.69%，是湖南省重
点林区县。 境内的热
水温泉是华南地区
“流量最大 、 水温最
高、水质最好、面积最
大”的天然热泉；九龙
江国家森林公园拥有
华南地区保存最好 、
物种最多的原始次生
林，被誉为“南岭植物
王国”。

汝城是省级历史
文化名城，“汝城香火
龙” 入选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理学家
周敦颐在此著就 《爱
莲说》 等名篇。 毛泽
东、 朱德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
里留下光辉足迹 ，被
省政府认定为革命老
游击区和第一批井冈
山老区县。

【汝城名片】

在汝城的“华清池”，体验热气
腾腾的惬意

温泉，是汝城的名片。
一“热”一“暖”双温泉，让汝城成为闻名远

近的“中国温泉之乡。”
在汝城，最让人动心和感到温暖的是热水

温泉。
来到美丽的温泉小镇———热水，就是来赴

一场盛情的邀约，体验一把热气腾腾的惬意。
热水镇位于湖南、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

这片神奇的土地， 蕴藏着一块面积达3平方公
里的高温热田。热田上有一条清清的热水河穿
流而过。无论水涨潮落，热水河总是水汽蒸腾
如雾，“石气生烟火，潭声若沸汤”，因此热水河
又称汤河。

记者一行下了平汝高速，20多分钟便到了
山环水绕的热水镇。我们到达时，太阳已偏西。
一缕缕青烟般的蒸汽，袅娜多姿地从河岸边温
泉井口升腾、弥漫，氤氲出宁静而温馨的图画:
当地百姓在河里洗衣、煮蛋、挑水、宰鸡，从容
不迫；游客则流连于粉墙黛瓦，木廊翠竹，透过
袅袅升起的雾气， 看河边孩子们嬉笑打闹；当
炊烟升起，温泉煮熟的鸡蛋、花生、红薯，便开
始散发出诱人的原汁原味清香……

热水温泉的价值远不止如此。据地质专家
介绍，热水温泉生成于距今8000万年前的新构
造运动，是华南地区温度最高的热泉，被誉为

“华南第一泉”。热水温泉水温一般为91.5℃，最
高达98℃，每日自然流量5540吨。泉水中有30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 其中氡的含量特别
高，是国内罕见的“氡泉”。因水质与西安华清
池同属一类，热水温泉有汝城“华清池”之称。

陪同的汝城县委书记方南岭不失时机地
“打广告”:�“晚上一定要去泡泡温泉，可以治病
美容哦!” 神奇的是，热水温泉还有“送子泉”之
称，据说不孕症患者在此泡上一泡，就能怀上
宝宝。因此，千百年来，人们把热水温泉视为圣
水，称之为灵泉。早在南宋时期，汝城热水之

“灵泉圣水”就载入了国家地理志。
除了热水镇， 在汝城县城北部的暖水镇，

还有多处水温为48℃至50℃温泉， 日流量达
3000多吨，其中罗泉村大汤、泉源村汤口等温
泉，距县城只有10公里。与热水温泉不同，暖水
温泉因富含多种有益人体的矿物质， 既可沐
浴，还可直接饮用。

“地有温泉胜，人思化日长。”汝城的泉韵，
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如今，热水镇已建成
包括温泉文化园、福泉山庄、热水漂流，集住
宿、餐饮、娱乐、温泉水疗、商务会议于一体的
国家级4A级景区。今年3月，热水镇的汤河老街
小区，成为首批全国小城镇宜居示范小区。

儿时温泉
曾激波

故土如书 ，一页页写满了乡土的记忆和
岁月的沧桑 。在遥远的湘南 ，祥云萦绕的大
山脚下，一个叫热水镇的地方就是生我养我
的故乡 ，那里的阳光美丽柔和 ，那里的流水
“气如烟雾 ，水若沸汤 ”，是南中国水温最高
的温泉。

奔腾不息的热水河穿镇而过， 千年如一
日地涤荡着， 我的童年就是在日夜倾听热水
河的欢唱中度过的。

那时 ，乡村的天空 ，清澈而明亮 ，河畔绿
色的世界，是我人生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给了
我野百合、雏菊、蒲公英，给了我蝴蝶、蜜蜂和
蜻蜓，也给了我朴实和勤劳。

阳光明媚的午后， 村里的孩子们总会从
庄稼地里偷来玉米、土豆 、花生，甚至从家里
偷来鸡蛋，放入热水河边冒着热气的泉眼处，
不一会，就芳香四溢了 。很多年后 ，这种香味
依然让我魂牵梦绕。

那时，女人们总是在河边梳洗头发、浣洗
衣裳，她们年轻、漂亮 ，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
个村庄，从一条河走到另一条河。她们把希望
寄托在丈夫和孩子的身上， 把艰难的日子缝
缝补补。

然而，热水河却是一条神奇的河流，女人
只要走到热水河边， 回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似
的：浑身上下水灵灵的，明亮，光鲜 。也许 ，女
人的生命，在走近热水河之后 ，就轮回了 。热
水河仿佛已存在于她们的眸子里 ， 空灵 、亮
彻、含情脉脉；她们的身姿与步态，盈盈款款，
仿佛也押上了河水的韵律。

给男人们以健壮如山， 给女人们以柔情
似水，这就是汝城温泉的神奇，它以温情爱抚
生命， 让我们的祖先可以走过漫长而寒冷的
岁月。

今天，我已远离故土，蜷缩在城市的文明
里；但那些被温泉浸润的青春与梦想，是一段
甜蜜的回想， 是来生都要忆及的乡音。 这些
年， 客居他乡， 我也总能收悉来自故乡的佳
音，无论是退耕还林 ，还是减去农税 ；无论是
温泉旅游，还是产业富民，我仿佛看到了乡亲
紧皱的眉头在舒展，甜蜜的微笑在绽放。

此刻 ，我的故乡河水潺潺 、蛙声阵阵 ，炊
烟袅袅、水汽弥漫；我的眼前已是桃红柳绿 、
谷种发芽、 稻禾抽穗……这是一种诗意的生
活，一种天与地的默契、物与我的和合。

（曾激波，汝城人，现供职于湖南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

【汝城旅游攻略】

行
自驾车线路
汝城温泉：
1.� 从长沙出发 , 上长株高速→沪昆高

速→平汝高速→厦蓉高速→汝城县集益互通
出口，然后沿益热公路经集益乡到达热水镇。

2.�从长沙出发, 上京港澳高速→厦蓉高
速→汝城县集益互通出口， 然后沿益热公路
经集益乡到达热水镇。

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
1.� 从长沙出发 , 上长株高速→沪昆高

速→平汝高速→汝城南互通或井坡互通→
106国道经大坪镇、三江口瑶族镇→九龙江国
家森林公园南大门。

2.�从长沙出发, 上京港澳高速→厦蓉高
速→平汝高速→汝城南互通或井坡互通→
106国道经大坪镇、三江口瑶族镇→九龙江国
家森林公园南大门。

住
� � � �推荐酒店：

龙腾大酒店：按四星级宾馆标准建造，位于
汝城县城卢阳大道旁，电话：0735-8236666。

君莲国际大酒店： 按五星级宾馆标准建
造，位于汝城县城卢阳大道与爱莲路交会处，
电话：0735-8198888。

福泉山庄：按五星级宾馆标准改造，位于汝
城县热水镇镇区中心，电话：0735-8198888。

吃
� � � �推荐餐馆：

龙腾大酒店：电话0735-8236666；鸿福楼
酒店：电话0735-8236286；神农寨食府：电话
0735-8236288； 凡 人 谷 大 酒 店 ： 电 话
0735-2135777。

招牌菜：
清蒸板鸭：采用祖传秘方调味，经冬至节

日晒风吹霜冻，由现代工艺加工而成，肉质细
嫩，香味浓郁，风味独特，曾为乾隆皇帝御用
佳品。

特色小吃：
汝城米粉、豆腐官、大禾米糍、香螺。

购
当地特产：
祝师傅板鸭、宋凯米粉、大禾米糍、野山

菌、茶叶（白毛茶、硒山茶、罗霄红、南岭青等）。

汝城，五岭山麓一座温润的小城。
这里，有从地心涌出的汩汩热泉，有穿越岁月的祠堂书院，有森林峡谷、飞瀑流泉……
来汝城吧！舒舒服服泡个温泉，逛逛祠堂书院，再去森林公园

来一把深呼吸，然后酣然入睡……到汝城，
你会乐不思归。

闻着花香，沐着春风。阳春时节，走进汝
城，就是开启一场走进春天的愉悦旅程。

汝城土家桥镇村民叶涛骄傲地告诉记
者，汝城冬不冷，夏不热，春可赏花，秋能品
果，一年四季都是美滋滋的。

汝城处在北纬25度黄金气候生态带上，
平均海拔600米。特有的地理位置，汝城以温
泉见著，更以生态见长。这里山清水秀，全县
森林覆盖率达73.69%；气候温暖湿润，雨量
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如春，因此，汝城素有
“小昆明”的美誉。

3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头扎进了“南岭
的植物王国”———九龙江国家级森林公园。
“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达到13万
多个，是罕见的‘天然氧吧’”。导游是当地一
位瑶族姑娘，说话间，脸上写满自豪。

负氧离子的精确数量我们虽无法去测
试，但一路上，山是绿的，水是清的，风是香
的，心是醉的……

汝城的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 原始次

森林达7万多亩，百年以上古树有1万多株。
在这里， 你可以见到生长相思豆的相思树
和栖息其上的相思鸟。 公园里还有50多种
汝城兰花，“汝城建兰” 和“绿嘴红花虾脊
兰”是中国兰花的新发现。这里还是中国低
纬度、低海拔古冰川遗址博物馆，面积达75
平方公里。

走在林间的石板路上，贪婪地呼吸着山
林间的清新空气， 听着湍急河流的声音，感
受着倾泻而下瀑布的壮丽， 所有浮世的烦
恼，都可抛诸九霄。

这还不是全部。
汝城虽小，天地却大。山重水复间，你可

以去太极予乐湾，登高观天然太极图；你可
以去江背山大峡谷，观谷中奇石，赏游鱼细
石；你还可以去飞水寨，赏万亩竹海、参天古
树、石埂梯田；在延绵起伏，望不到边的南国
天山大草原，躺在草地上，与天地同眠，观繁
星闪烁，在形意共生、天地合一的境界里，去
领略一种心灵的放松，生活的沉淀。

在汝城的风景中，古朴、凝重、华丽的老
祠堂，无疑是沧桑岁月里的一抹惊艳。

汝城被誉为“中国古祠堂之乡”。汝城古
祠堂始于宋元、盛于明清，至今仍保留着700
多座。这些祠堂星罗棋布，风格迥异，点缀着
汝城的山山水水。

汝城古祠堂分为总祠、 家庙、 宗祠、公
祠、家祠几个等级。

一个祠堂就是一部家族史。在汝城县城
郊乡益道村，汝城大姓范氏立有一座“范氏
家庙”， 始建于明代成化乙巳年 (公元1485
年)， 是益道村三拱门范家共同祭祀先祖之
地。

3月底，我们走近范氏家庙。只见门楼高
耸，如意斗拱下的八仙木雕栩栩如生，飞檐
翘首凌空，直勾日月；门前双狮拱卫，祠堂悬
挂着“翰林第”、“荣禄大夫”等匾额，无言地
诉说着昔时的荣光。往门口一站 ,一种圣地
的威严油然而生……一瞬间，一种震慑人心
的力量,带你穿越时空的隧道。

汝城县志载，明弘治九年（1496年），范

渊与多年同窗曹琚同中进士，15年后范渊之
族侄范辂，18年后范辂之族侄范永銮， 相继
步入进士行列。范氏家庙所悬匾额，即为彰
表范氏一门出了3位进士之赫赫荣耀。

“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作为承上
启下的祭祀场所、 家族集体活动的文化场
地，祠堂填补了封建皇权不下县的部分政权
空间。时光穿越千年，祠堂仍是汝城人心坎
里最难以磨灭的记忆。已经斑驳褪色的古祠
堂， 如今依然是整个宗族最热闹的地方。每
当家族有红白喜事、聚餐、议事时，祠堂又重
新散发出夺人的光彩，唤醒族人心中最柔软
的乡情。

除了古祠堂， 汝城的书院也不得不看。
纪念周敦颐的濂溪书院当为首选。“出淤泥
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在濂溪书院重读
《爱莲说》，仿佛走近这位超然不凡的鸿学硕
儒。作为理学鼻祖，周敦颐在汝城为官虽只
有几年，但期间他勤政爱民，风节慈爱，吏治
彰彰，并在此写下《爱莲说》、《拙赋》等千古
名篇。

在“中国古祠堂之乡”，感受千年历史沧桑

湘南起义汝城会议旧址。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在四季如春的“小昆明”，静享醉人的青山绿水

汝城县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瀑布。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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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城田庄乡鸡嘴洞风光。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