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仙区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和独特的
区位优势， 形成了该区大力发展全域旅游
的先天优势，如何使全域旅游的“大餐”让
游客们“大饱口福”、乐在其中，需要做好旅
游六要素的科学“搭配”，特别是要设计精
品路线让游客走得好， 组织精品活动让游
客玩得好， 提供精致产品让游客买得好
……

围绕全域旅游发展目标，该区坚持“山
水名城、美丽苏仙”总定位和“两纵两横两
带”（“两纵”：107 国道和郴永大道；“两横”：
郴州大道和资五路；“两带”：西河水生态风
光带和飞天山丹霞旅游风光带）总布局，突
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

他们重点围绕中心城区和东、南、北四
大板块， 突出郴州大道休闲观光农业与乡
村旅游带，郴江路（原槐万路）—107 国道历
史文化与红色旅游带、 西河水生态民俗展
示风光带、飞天山丹霞旅游风光带，白露塘
- 五盖山工矿旅游及户外拓展旅游带，造香
路温泉养生养老休闲旅游带六大主题，构
建苏仙全域旅游精品线路。

在此基础上，苏仙打造精品旅游景点，

如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苏仙岭风景名
胜区， 是湖南省人民政府首批公布省级风
景名胜区之一， 自古享有“天下第十八福
地”、“湘南胜地”的美称。 苏仙岭因美丽神
奇的苏仙传说而驰名海内外， 景区内有桃
花居、白鹿洞、三绝碑、景星观、升仙石、八
字铭、望母松、沉香石、苏仙观、福地仙桥等
景点，景区内苏岭云梯为新郴城八景之一。

王仙岭旅游风景区也是国家 4A 级景

区，位于苏仙城东新区，由 36 座峰谷组成，
森林覆盖率达 90%， 负氧离子含量比普通
地区高 50 倍，誉为“湘南翠屏”和“天然氧
吧”；以溪湖瀑布、险径雄峰、古林竹海、寺
院亭阁为特色，自然和人文景观有“一岭、
二峰、三湖、四寺、五瀑布”，景点有相山湖、
天鹅湖、王仙庙、露仙亭、相山亭、九龙坡
等。

飞天山国家地质公园主要景点有老虎
寨、铁鼎寨、九龙水寨、睡美人、石佛寺、“丹
霞第一洞———黑坦”、“天下第一门———穿
坦”、长江以南第一飞天壁画、摩崖石刻、石
佛、千年悬棺、古战场遗迹等。

五盖山距郴州市区 45 公里，地处五岭
山脉主峰地带， 原始次生林的覆盖率达
78%。 山中共有 130 多种野生动物。 五盖山
山高林密、古木参天、峰峦叠嶂、沟壑纵横、

飞瀑流泉、风景秀丽，冬暖夏凉，气候温和
湿润，是休闲避暑的好去处。 主要景点有点
仙石、凤仙池、对联台、观日台、风林庵等。
是集探险、休闲度假，森林旅游和科学考察
为一体的特色旅游胜地。

“4A 级”、“国字号”景区既是苏仙区旅
游的“招牌”，更是当地的精品。

此外，该区每年还策划百里丹霞徒步、
帐篷节、攀岩探险、啤酒节等活动，让游客
在火爆的视听盛宴和玩乐中体验激情、浪
漫、神秘、火爆的活动氛围。

为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他们拿出飞
天山三清健康宝、 五盖山贡茶、 大奎上牛
肉、苏仙茶籽油、金朵高山菊、仙鹿葡萄等
荣膺省农博会金奖的旅游产品招待客人，
让人流连忘返。

全域旅游，苏仙区正行在路上。

苏仙全域旅游等你来
□ 白培生 李秉钧 吴艳 朱若葵 陈敏

国庆长假出去玩？
不想舟车劳顿、不想在景点里人

挤人，就来苏仙区旅游吧，这里有全
域旅游大餐等你来“品尝”，有天下十
八福地之一的苏仙岭等你来“享福”，
有山水如黛的“仙境”等你来闲情逸
致……

今年 10 月 28 日，2015 年中国
郴州“林中之城 休闲之都”国际休
闲旅游文化节将在苏仙区飞天山隆
重开幕，《飞天·苏仙》大型实景演出、
“百里丹霞”徒步越野挑战赛、全国露
营大会、湘粤（秦马）骡马古道徒步活
动等精彩内容将一一上演，趁着国庆
长假，赶紧来苏仙抢先体验一把吧。

全域旅游，指的是充分利用目
的地全部的吸引物要素，为前来旅
游的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
验产品，从而全面满足游客的全方
位体验需求。

相应地，全域旅游目的地就是
一个能够全面动员（资源）、立足全
面创新（产品）、可以全面满足（需
求）的旅游目的地。 专家们认为，从
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以城市为全域
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尺度最为适宜。

“从全域旅游发展的各项要素
来看，苏仙区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和
基础。 ”苏仙区委书记彭生智介绍，
除了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外，该区
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从郴州市区域
来看，苏仙是郴州市城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 旁边有着 80 多万城市人
口的庞大消费群。 同时也是“郴资
桂、郴永宜”大十字“半小时”城镇
群的交会处，辐射范围广。

彭生智进一步分析，苏仙区还
位于高铁、 高速旅游风光带旁，珠
三角游客 2 个小时到郴州，长株潭
1 个小时也能到达， 而且一下车即
进入苏仙景区，免去游客不少车旅

劳顿之苦。 特别是随着郴州机场的建设运营，
当地对外旅游又将开启一个更广阔的窗口。

“苏仙区对外的大通道优势明显，对内的
大循环也四通八达，全域旅游走起来很顺畅。”
彭生智表示，近几年，该区作为郴州市统筹城
乡发展的“主阵地”，连续几年开展“交通大建
设”，既打通了全区的“任督二脉”，又畅通了各
个“毛细血管”。

目前， 苏仙区已形成了以城区为中心，以
各乡镇为支撑点，迂回贯通的“五纵五横一环”
（“五纵”：京港澳高速、107 国道、郴永大道、郴
宜大道、槐万路，“五横”：厦蓉高速、桂永高速、
郴州大道、郴资大道、资五路，“一环”：北环线）
公路大交通网， 交通主干道的布局与苏仙区

“1+7+9”城镇群（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爱莲湖
组团、王仙岭组团、下白水组团、观山洞组团、
槐万路组团、龙潭湖组团、飞天山组团 7 个城
市组团，良田文化古镇、许家洞温泉小镇、望仙
生态小镇、桥口旅游小镇、五里牌工业小镇、栖
凤渡商贸小镇 9 个特色小城镇） 发展新格局
一一呼应。 通乡通村公路全面实现水泥路面
硬化。

发展全域旅游的天时、地利具备，人心自
然更看高处———全域旅游。

今年，该区提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向着更高的追求，迈出坚定步伐。

他们出台《苏仙区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苏仙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四年行动计划》、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全面打造“山水名城，美丽
苏仙”全域旅游。

根据工作部署，苏仙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分“创建攻坚”和“巩固提升”两个阶段，即
2015 至 2016 年为创建攻坚阶段。 主要是全
面推进品牌创建，加快景区景点精品化、城乡
建设景观化、全域环境生态化进程，不断完善
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积极培育旅游新业
态、新产品、新商品，加强旅游市场营销。

到明年实现年接待游客 520 万人次，文
化旅游业增加值 50 亿元，文化旅游产业增加
值占全区 GDP 的 17%以上；旅游税收占地方
财政税收 11%； 当地农民旅游收入占年纯收
入 22%以上。 旅游从业人数占本地就业总数
比重的 22%以上。 实现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目标。

2017 至 2018 年则为巩固提升阶段，主要
是进一步提升苏仙全域旅游示范区品牌的影
响力，做大做强文化旅游经济，实现从景区旅
游向全域旅游、旅游产业向旅游经济的全面转
变，努力把该区建成全省旅游经济的重要增长
极、中国旅游强区和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东西南北皆有景，两岭两山列翠屏，
四河十湖一温泉，九仙二佛入仙境……”

这些话，生动反映了苏仙得天独厚、优
美的山水风光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

“全国地名当中，带‘仙’字命名的唯独
苏仙。 ”苏仙区委副书记、区长李浩介绍，苏
仙前身为郴县，自秦以来已有 2200 多年历
史，古有“林邑之城”美誉，具有独具湘南特
色的地方文化。 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支
撑， 该区文化旅游资源总量丰富， 种类齐
全，品位较高，自古享有“山川之秀甲湘南”
之美誉。

区内拥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苏仙岭、
王仙岭（两岭）4 家，有五盖山国际狩猎场、
飞天山国家地质公园（两山），还有天堂温
泉（一温泉） 中国温泉之乡 3 张国字号品
牌，“四河四湖”（郴江河、西河、雷溪河、栖
河、苏仙湖、王仙湖、爱莲湖、龙潭湖），山水
共融，绿色环翠。

苏仙孕育了令人向往的“仙”、“佛”文
化，据明代《万历郴州志》记载，“九仙”（苏
仙、王仙、成仙、刘仙三兄弟、廖仙、范仙、唐
仙）“二佛”（无量寿佛、朱佛），除成仙、王仙
非郴县但在郴县成仙外， 其余七仙二佛均
为郴县（今苏仙区）人。 无独有偶，这里还有

众多以“仙”命名的地方，苏
仙岭、王仙岭、会仙岭、白云

仙、秦王仙等数

十处，仙人、仙山沉淀了苏仙区的“仙”文化
特色，也让这片土地充满神秘的色彩。

去年，“苏仙传说”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实现了该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零的突破。“苏仙传说”
是以叙述距今 2000 多年前的郴州草药郎
中苏耽神奇出生、神鹿哺乳、孝顺母亲、种橘
驱疫、得道成仙等核心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传
说故事群，承载了独具特色的孝道、道教及
中医文化创新的意蕴。

此外，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远征“南
越”派出 50 万大军，其中一支小分队由湖
南前往广东，正是他们披荆斩棘、不畏艰险
的不懈探索， 才开辟出一条穿梭于崇山峻
岭间，勾连起湖南、广东的骡马古道，后人将
北端始于郴县裕后街，南端至宜章段称之为
九十里大道。

位于郴江河畔的裕后街，曾是郴江河畔
繁忙的盐运码头，也是郴州南来北往的重要

“官道通衢”。 古语“船到郴州止”，就是指停
止于裕后街一带的古码头。 站在古老的裕
后街，不由想起此地曾经店铺林立，商贾云
集，明末至民国时期，裕后街一带为郴城的
繁华之地。

古街除了现在保存完好的骡马古道外，
还曾经有米码头、美女梳头石、犀牛古井、明
清会馆、革命旧址、湘南戏院、郴江乌篷船等
著名景点。 数千年后，裕后街不但没有腐朽
落没，还有着吐故纳新的大胸怀，如今在裕

后街新建的台湾风情园，正从另一个角度讲
述着郴州的久远历史与现代文明。

裕后街是骡马古道的起点， 沿古道跋
涉，是一趟美景与人文交错的愉快旅程。 良
田是九十里大道中最大的一个商埠，《郴州
市志》记录：“由裕后街出市境，经郴县（现为
苏仙区）良田到宜章，再入岭南。 公元 39 年
（东汉刘秀时期），卫飒任桂阳郡太守（西汉
时在郴设立郡制），征集百姓凿山开道五百
余里，直达岭南，遂成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
交通要途。 ”

古道的繁华促成了周边村落的崛起。
在坳上镇，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坳上清代古民
居，她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古村落，共有数
十幢清代风格传统砖木结构房屋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古朴幽静，韵味悠长。 静静的
古村落虽已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但石雕
木雕砖雕依然清晰可见，精美绝伦。

苏仙区既是一块古老的文化沃土， 也是
一块神圣的红色土地。 1928年，朱德、陈毅在
这里发动湘南起义，点燃了革命火种，不少苏
仙儿女为追求和平、反抗压迫而英勇就义。东
塔岭的烈士公园，有个湘南起义纪念塔，她和
郴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公和药店、陈家大屋纪
念地一起铸就了苏仙区的红色旅游。

傍晚，漫步在南塔公园，七级浮屠在夕
阳的照射下拖出一道长影， 诗意古韵尽显。
北宋诗人阮阅在郴江百咏中已有南塔的诗
句：“江岸南峰对石城， 僧房高在乱云层，台
前天阔秋月多，塔上风微夜有灯。 ”

在苏仙区， 层层叠叠的历史不虚无缥
缈，行走其中，那古街、古塔、古道、古村所承
载的厚重岁月，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让人
有穿越千年的历史烟尘之感。

1342 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历史、人文、
山水等早已把苏仙点缀得处处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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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2015 年郴州旅游节将在苏仙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