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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村发展乡村旅游实践， 取得了相
应的经验和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
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基础设施仍然严重不
足或滞后，产业基础弱化；农户与农户之间
的组织协调程度差， 产业链条分工不够明
晰；旅游产品的开发、包装、策划、经营不
力，卖点比较单一；部分群众思想观念认识
不到位， 缺乏市场开发和创新意识与创业
精神， 从事乡村旅游服务的人才队伍严重
缺乏； 乡村旅游的管理体制机制还没有完
全建立健全， 乡村旅游和扶贫开发相结合
的机制体制等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深
入探索并加以完善，等等。因此，今后仍须
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高度重视， 并继续作
出新的努力：

第一，基础建设是重中之重。发展乡村
旅游，要确保游客“进得来、留得住、吃得好、
玩得开”，主要还是解决“吃、住、行、乐”，即
吃喝、住宿、交通、玩乐等问题。因此，道路、
食宿（包括厨卫）、景点、玩乐项目等基础建
设必须进一步配套和完善。 要修齐短板，防
止其中任何一项成为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
素。要注重整体科学规划，整合各类资源、各
方资金，集中力量办事，资金投入、项目实施
力求精准、到位。

第二，必须突出特色和个性。目前，乡村
旅游开发日渐成为趋势和热点，尤其邻近地
区范围内的村寨， 开发过程中应因地制宜，
讲求个性，突出特色，形成差异化发展，避免
雷同和防止同质化竞争。旅游部门要加强行
业指导，合理规划，尤其线路设计、开发上要
统筹考虑和妥善安排。

第三， 要注重和强化市场营销与管理。
乡村旅游经营，要建立现代管理模式，可设
立公司运作，或成立行业互助组织、合作社
等方式统一集中管理， 避免无序和失控状
态。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管理运营机制，注重
市场品牌营销，强化媒介宣传，尤其要强化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和移动新媒体宣传、
管理和营销。

第四，强化产业培育和人员培训。要树
立产业、产品和服务综合创新意识，永远让
顾客感觉新鲜、有趣，才能不断吸引新老游
客。在产业内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强化
产业链布局和角色分配。比如，开办一家农
家乐餐馆， 其他农户可跟进提供原材料，开
展家禽和牲畜养殖、蔬菜种植产业及产品加
工等。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加强从业人员培
训，从思想观念、技术、服务等多方面、多层
次帮助村民得到提升。

发展生态文化旅游，见效快，能耗低，即
使偏远地区的群众也能够受益，是脱贫致富
的一项有效途径。相关部门应在政策、项目
规划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和乡村
倾斜，通过整合资源资金，多方合力参与扶
贫开发项目建设， 大力开展和实施精准扶
贫，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和扶贫开发工作多
办实事。

（作者单位：湘西自治州花垣县民族宗
教事务和旅游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古丈是湘西自治州乃至湖南省县人

口最少、经济总量最小的县。直到前些年
才解决财政收入过亿元的老大难问题。
然而，近年来，古丈县立足自身优势，加
快后发追赶， 经济社会继续保持了高速
增长的势头，让一些“老大哥”县都有一
种“坐不住”的强烈感觉。2015年，实现生
产总值22.2亿元，增长12.5%，增速连续4
年位居全州第一，创30年新高；财政总收
入3.2亿元，增长15.8%，连续6年保持15%
以上速度增长。

小县亦可创大业，古丈县的崛起已
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一叶之轻，牵众生之口者，唯茶是
也”。古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总能透
过氤氲的茶香看到所有和茶相关的景

观———村前寨后的茶园里，茶农们正忙
着整理茶园；厂房中，机声隆隆，茶农们
正制作红茶。 据了解，2015年该县茶叶
总产值突破4亿元，增长32.9%,茶叶年
产值首次突破4亿元。“古丈毛尖” 摘下
有着“茶业奥斯卡”之称的“百年世博中
国名茶金奖”，古丈县荣获“中国名茶之
乡”；古丈毛尖官方网站和天猫、京东商
城网上销售平台全部开通，省茶叶学会
年会首次在古丈县召开。

如今，有着千年历史传承的古丈茶
叶已阔步走上产业化之路，并成为该县
最重要的主导产业和民生产业，给一方
百姓和经济腾飞带来了福音。

（作者系省人大民侨外委副主任、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发展乡村旅游
建功精准扶贫
———湘西花垣县金龙村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刘路平
春天的武陵山，山花灿烂，云遮雾绕，如梦如幻。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的风景犹如仙境一般，格外的美。日前，我们先后深入龙
山、永顺、古丈3县，就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现场、访典型、
听汇报。龙山的速度、永顺的气魄、古丈虽小图强的态势，都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具有冲击力的印象。

宋卫平
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路上的“拦路虎”。要把扶贫攻坚工作抓紧抓准抓实抓到位，不让一个少数民

族、一个地区掉队，必须坚持精准扶贫。近年来，省委组织部、省旅游局等部门先后派出专人驻点湘西自治州花垣
县排料乡金龙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和实施精准扶贫。到2014年，该村发展乡村旅游初见成效，
人均收入从2012年的1840元上升到2800元。2015年，全村乡村旅游人数达7万人次，从事乡村旅游人均纯收入达
6000元。在全村45户贫困户207人中，2015年当年脱贫17户72人。

可以说，金龙村为借全域旅游实现精准扶贫探索到了一条充满前景的路线。

一路风景看湘西
———赴龙山、永顺、古丈三县调研随笔

龙山速度

龙山是湘西自治州的人口和面积大
县，由于烟草工业的衰落，农业经济的退
让，交通区位的边缘化，龙山处在一个尴
尬的境地。2011年以来， 龙山人抓住龙
山来凤经济协作示范区、 武陵山片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政策机遇， 乘势而
上， 捷报频传。2015年该县实现生产总
值由5年前的37.74亿元增加到67.11亿
元，年均增长10%；财政总收入由2.18亿
元增加到6.11亿元， 年均增长22.9%；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077元增加到
6913元，年均增长14.2%；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由10962元增加到17554元，
年均增长8.8%。

一组组骄人的数据， 展示着龙山县
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

龙山地处偏远， 交通一直是制约龙
山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近年来，龙
山县抢抓机遇，争取支持，突出抓好了“1
条铁路、2条高速、3条连接线、4条二级
路”等大通道建设，全力打造边区交通新
枢纽。目前，龙山至永顺的高速公路通了
58公里， 龙山县城与湖北恩施州和重庆
黔江区实现了高速公路的无缝对接，黔
张常铁路已于去年底开工建设， 龙山至
张家界桑植县高速公路、 重庆黔江经龙
山至张家界和常德的高速铁路， 正在紧

锣密鼓的施工中， 龙山至里耶二级路基
本竣工、洗车至里耶二级路、洗洛至石牌
二级路、G209龙山绕城公路等国省道干
线公路提质改造进展顺利， 制约龙山多
年的交通瓶颈将得到破解， 龙山县的后
发优势逐渐显现。

为了更好地创建投融资平台， 他们
大力推进国有资产清理和归集工作，整
合组建了城建投、经建投、国资公司、土
地储备中心，积极开展银企对接，撬动银
行资金，29个项目获得了7家金融机构
贷款支持，总金额达29.86亿元。特别是
通过BT模式，与重庆交建集团达成了代
建道路项目的战略协议， 开创了湖南省
道路工程项目建设大标段制的先河。

为了转方式，构建经济新支撑，龙
山县大打里耶的“秦城、秦简”牌，开辟
经济发展新增长点， 竭力打造武陵山
区经济新增长极。 重点推进总投资50
亿元的里耶旅游综合开发项目， 汇邦
集团组建的湖南里耶旅游开发公司已
经挂牌， 旅游总规及修建性详规修编
即将完成，旅游通道、特色民居改造等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国家级的“沈从文
研究基地”于去年11月在里耶挂牌，全
国30多所大学的60多位“沈学”的博导
们，点燃了学术火炬。

溪州古城，乃现在永顺县城所在地。
另一座古城———老司城，2015年7月4日
成功获批为世界文化遗产， 完成了湖南
在这一项目上零的突破； 老司城作为湘
鄂渝黔边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在
彭氏家族构筑的土司王朝背景下，历经9
个朝代，历时818年，世袭27代、35位刺
史或土司，雄霸五省，统驭上下20州，那
是何等风光！

古往今来，时过境迁，溪州古城已无
腾挪周转之地，更无当年的辉煌，就是作
为一个县城，也缺乏它的中心带动作用。
在总结过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永顺县
围绕“人往哪里去、地从哪里来、钱从哪
里出”的主题，经过反复细致的现场实地
调研， 最后提出向推山要地， 向填壕要
地，劈山凿洞，连接南区和老城区。这样，
建设一个溪州新城的蓝图就基本形成。

党委政府之所想， 为人民群众之所

盼。战天斗地，决胜荒山野岭；群策群力，
建设溪州新城。在城郊岔那3.7公里长的
战线上， 分布着7个标段120多台挖机、
280多辆运输车， 推进场地平整一期工
程。仅一年多时间，溪州新城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绩。现场看去，车流滚滚、机声隆
隆、开山劈地、气势恢宏。一派披荆斩棘
建设新城的永顺新形象。

溪州新城东起不二门大桥， 南至大
坝乡石堤村，西连吉恩高速连接线，北枕
209国道。规划面积约30平方公里，城市
森林公园及绿化用地达到70%， 城市建
设用地约9平方公里。计划通过5－10年
的开发建设，着力构筑“山在城中、城在
山中”、“城中有水、水中有城”、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生态、宜居、宜游、宜业”的现
代化新城。 不难预见， 十年后的永顺县
城，将是一座无愧于历史，不输于当今，
具有自己民族个性的时代新城。

溪州新城

居小图强

■调研手记：

找准最合适的脱贫路径
金龙村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说明，做好

精准扶贫工作，就是要最适合贫困地区的路
径。湘西地区没有深厚的产业基础，缺少资
金、人才，但是自然的风光、淳朴民俗、传统
文化是一笔潜在的巨大资源， 悉心挖掘、打
磨，就会像埋藏在地层当中的璞玉，终将体
现并产生熠熠夺目的价值。全省范围内这样
的璞玉确实是比比皆是， 如果加大力度，因
势而为， 一定会给今日的乡村和旅游业的
“供给侧”带来全新的面貌。

宋卫平

立足特色 才有风光无限
依托独特丰富的自然资源及人文景观，

逐步夯实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金龙村面积6.53平方公
里，辖4个自然寨9个村民小组，共149户643
人，除少数外地嫁入本村的妇女外，均为苗
族人口。该村坐落在平均海拔900多米的高
山上，其下峭壁悬崖，峡谷幽深，被称为“悬
崖上的苗寨”、“云中金龙”。睡佛、飞瀑、孔雀
石、凤凰台、九牛坡等自然景观形神兼备，野
生樱桃树漫山遍野。2013年春，湖南省委组
织部、 省老干局扶贫工作组入驻金龙村，把
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进扶贫开发，实现群众
脱贫致富的新路子，通过整合民族、旅游、住
建、交通、扶贫开发等各级各部门专项帮扶
资金，先后投入近2000万元，完成了进村主
干道路面硬化、特色民居改造、十里樱花长
廊、悬崖栈道及入户青石板路铺设、水、电等
59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引进种植了100亩
“黑珍珠”良种樱桃、190亩“金秋梨”、60亩
黄金茶开发项目。2015年，金龙村以良好的
生态环境、秀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苗族民
俗文化，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目前，“悬崖苗寨、云中金龙”已成为
湘西州乡村旅游知名品牌，并成功创建为国
家3A级景区和湖南省旅游名村。

依托丰富的苗族传统文化，着力打造以
苗族樱桃节会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旅游品牌。
金龙村苗族文化传统深厚，主要民俗节庆活
动有“四月八”、“樱桃会”、“赶秋”、“过苗年”
等，吸引了远近游客。其中，“苗族樱桃会”作
为当地苗族传统节日之一，被誉为“苗族情
人节”， 是苗族未婚男女社交往来的重要活
动， 被列入湘西自治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每年“樱桃会”期间，金龙村都
要举办万人上山采樱桃及苗族传统文化习
俗及民间技艺表演活动， 人们唱苗歌或开
展情歌对唱、打苗鼓、跳苗族舞蹈以及观看
民间艺人踩铧犁、顶金枪、上刀梯等绝技表
演，节目丰富多彩，令人流连忘返。迄今，
由县、 乡、 村及各级相关部门联合举办的
“樱桃会”活动已经开展到了第八届。2014
年第七届苗族樱桃会期间， 还同步举办了
首届“樱桃情缘” 苗族情歌青年歌手大奖
赛， 来自湘黔渝三省市边区的苗族青年选
手同台竞技，原生态的苗族情歌，独具韵味
的苗族语言和苗歌腔调， 令远道而来的四
方游客耳目一新。以金龙村“苗族樱桃会”
为主要内容的苗族节会， 近年来通过广播
电视、报刊及互联网、手机媒体等现代传媒
传播手段，在湘、渝、黔三省市周边越来越

产生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依托“农家乐” 引导示范， 着力推进

“吃”、“住”、“玩”、“乐”、“赏” 五位一体的农
村休闲旅游产业综合经营开发。2015年初，
金龙村在省旅游局扶贫工作组的积极帮助
和指导下，开办了3家农家乐，4家小卖部，有
50个床位供游客住宿。 推出了以当地农家
风味为主的原生态土特佳肴餐饮，以及苗族
樱桃会、苗族赶秋等民俗节庆活动。同时，着
眼未来规划，引进、开发种植了100亩“黑珍
珠”良种樱桃、190亩“金秋梨”、60亩黄金茶
生态观光和特色农业产业项目，为今后的乡
村旅游休闲赏玩、 娱购等提供了新的选择。
2015年5月第八届苗族樱桃会暨“金龙樱缘
狂欢帐篷节”期间，苗家人自编自导的“农具
T台秀”、“吹木叶”、舞龙舞狮、苗鼓舞等节
目， 吸引了来自省内、 重庆、 贵州等地的
2000多名驴友参加，人们搭起五彩的帐篷、
采樱桃、唱苗歌、品尝苗家长桌宴、徒步穿越
蚩尤大峡谷、参与篝火晚会狂欢。乡村旅游
的兴起和发展， 也带来了游客对苗家腊肉、
苗绣织品等原生态土特产品和民族手工艺
品的购物需求。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村电子
商务平台，将把金龙村的土特产品卖到全国
各地。

突破瓶颈 方能做优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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