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围山是湖南东部最高峰， 每个出
太阳的早晨， 湖南的第一缕阳光就照射
在海拔 1608 米的七星岭最高处。历经冰
川时代的洗礼，这颗“湘东明珠”的价值

不断得到发现与挖掘，放射出耀眼光芒。
2007 年，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申报

创建国家地质公园。 2012 年 4 月 23 日，
经国家地质遗迹保护（地质公园）评审委

员会审议通过， 大围山获得国家地质公
园建设资格。

“近三年来，我们对照国家地质公园
创建标准， 扎实认真开展了相关建设工
作， 完成了包括地质公园规划与地质遗
迹保护、地质公园解说与标识系统、地质
公园科学研究与科普活动、 地质公园管
理机构设置与信息化建设等四个大方面
的建设任务。 ”浏阳市副市长莫小佳在 6
月 3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该市近年来高度重视大围山的旅游
发展，围绕“旅游新方向、中国大围山”的
总体发展目标， 创新体制机制， 形成了

“一园四镇”的大开发建设格局。同时，浏
阳加大投入，近三年启动了总投资 10 亿
元、大小 120 多个建设项目，加速推进大
围山国家地质公园全面创建和旅游事业
发展。

从国家森林公园到国家生态旅游示
范区， 再从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到国家
地质公园，大围山的底色越来越亮。

创建国家地质公园这 3 年，公园完
成了泥坞西大门和泥坞旅游小镇建设，

启动了祷泉湖游客中心、 四方丘游客服
务中心、 张坊南大门服务区等重点项目
建设；还完成了栗木桥景区提质、七星岭
游道新建、国家级登山步道和杜鹃花海、
樱花谷、 猕猴谷、 风景林改造等项目建
设，完善景区公厕和生态停车场，对玉泉
山庄、蓝天宾馆、旅游宾馆、金溪谷等进
行了重新装修， 提升了景区品质和服务
水平。如今，公园正努力推进旅游干线公
路建设，直接对接高速公路。

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国土资
源部组织专家对浏阳市大围山国家地质
公园进行实地考察和验收，大围山以 88
分的好成绩（60 分合格）通过验收。

“大围山国家地质公园成为长沙市
唯一的国家级地质公园， 成为湖南省唯
一的以第四纪冰川遗迹为主的国家级地
质公园， 也是在中国东部继庐山后发现
的又一个第四纪冰川遗迹地质公园。”大
围山负责人涂向阳话语之间充满欣喜，

“这是大围山旅游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
事件， 标志着大围山建设发展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 ”

一次全新命名，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一次全新命名，足以令人重新认识———
6 月 23 日，国土资源部下达《关于同意命名湖南浏阳大

围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批复》。 6 月 30 日下午，浏阳市委、市政
府在大围山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正式发布了这一消息。

这是继 2013 年 10 月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之后，浏阳大围山再次获得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 历经 3
年多时间的创建之后，大围山成功获批国家地质公园。

它是长沙市唯一的国家级地质公园！
它是湖南省唯一以第四纪冰川遗迹为主要特征的

国家级地质公园。
还是在中国东部，继庐山之后发现并获得国家正式

承认的又一个第四纪冰川遗迹地质公园！
“大围山获批国家地质公园， 意味着它的价值要被

重新估量。对于我们而言，获批只是起点，地质遗迹资源
具有不可复制性，更重要的是今后的保护和建设。”浏阳
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敏说，浏阳将以大围山国家地
质公园建设为契机， 用五年时间创建世界地质
公园。 同时继续围绕“旅游新方向、中国大围山”
的总体目标，将大围山建设成为全国有地
位、中南有影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
全国知名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从此，湖南人可以充满底气地说：
江西有庐山，湖南有大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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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围山正式获批国家地质公园

王文隆 刘凤娥

沧海曾经桑田，白云转眼苍狗。
大围山一块块突兀孤立的巨石，无

声地告诉人们：高山也可是沧海，湖南，
也曾经有过冰川。

大围山栗木桥景区，密林斜坡，不时
可见溜圆巨石点缀， 有的甚至就奇怪地
卡在几棵大松树之间。 它们是怎么出现
在这里的？ 谁有如此神力能将它们搬运
到此？如今答案已经非常明显：是冰川充
当了大自然的“搬运工”。

10 亿年前的中元古代以前，大围山
地区处于地槽浅海环境。 地球发展到第
四纪(约 258 万年前至今)，大围山曾经历
了大姑和庐山两次冰期 (也称文竹冰期

和大围山冰期，分别距今约 30 万年前和
15 万年前)。 随着气温升高，大围山冰川
融化。 冰川搬运的巨大石块称之为冰川
漂砾，它可随冰川翻山越岭，其体积大小
悬殊，有的直径可达 10—20 米以上。 冰
川消融后，漂砾有的在 U 形谷中或山麓
地带聚集，形成巨石林立，有的巨大漂砾
横置于其他漂砾之上，称为冰台或冰桌，
有的在两旁谷坡上为侧碛， 有的在冰床
底部为底碛……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何等奇妙！ 两
次冰川作用， 在 62.69 平方公里的大围
山国家地质公园园区内， 留下了百余处
冰窖、冰斗、U 形谷、鱼脊峰、冰川溢口等

冰川地貌， 以及冰川条痕石、 基岩冰溜
面、羊背石、冰川砾碛等冰川遗迹。 这些
冰川地貌和遗迹， 分别代表着第四纪冰
川在此地发生、发展及消亡的全过程。 这
里存在着经专家认证的国家级地质遗迹
4 处，即玉泉湖羊背石、祷泉湖冰窖、栗
木桥块砾碛和船底窝—栗木桥 U 形谷；
省级地质遗迹 42 处， 县市级地质遗迹
15 处，都具有很高的科研科普价值。 栗
木桥块砾碛、 基岩冰溜面及羊背石在国
内更是极为罕见。迄今为止，在玉泉湖冰
斗出口附近的冰斗南边的底部湿地中仅
发现唯一一块花岗岩质羊背石。 近东西
走向，长约 2 米，宽不足 1 米，高约 0.5
米左右。 石面上有冰川刮擦留下的粗条
痕， 羊背石是冰川运动最有力的例证之

一，典型的冰川地貌之一，素有“冰川之
魂”之称，十分稀有。 目前在我国东部地
区仅在江西庐山及大围山发现， 但庐山
的羊背石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遭破坏，
所以大围山的羊背石就愈显得弥足珍贵
了。 而由冰窖、冰斗、U 形谷等负地形演
化而来的数十个中低山湿地，孕育着大、
小溪河等现代溪流，是浏阳河的源头，更
是长沙市水源地株树桥水库的源流区。

“以大围山所保存的第四纪冰川遗
迹资源来说， 完全可以与国内的庐山和
国外的阿尔卑斯山等世界名山媲美。 ”6
月 29 日， 赵志中博士接受笔者采访时
说。作为我国第四纪地质研究知名专家、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
员、 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
会秘书长，赵志中是该领域权威专家，曾
经近 20 次前往大围山开展科研，对大围
山的地质地形十分熟悉，充满感情。

● 冰川遗迹 媲美世界名山

冰川在大地留下深深足迹， 为后世
写下无字天书，也挑拨着人类的探索欲。

20 世纪初，西方权威地质学家曾断
然宣称“中国东部绝不可能有第四纪冰
川遗迹”；直到 1934 年，我国著名地质学
家李四光在江西庐山发现了第四纪冰川
遗迹，世界地质界为之轰动。

那么，在与江西相邻的湖南，是不是
也沉寂着跟庐山一样保存集中、 完好的
第四纪冰川遗迹呢？

1974 年，江西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
量队在进行 1∶20 万铜鼓幅区域地质调
查时首先在大围山地区发现了第四纪冰
川遗迹。 随后，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胡家
让、 张之侗等专家对大围山第四纪冰川

遗迹中的冰蚀地形及冰川堆积物进行了
调查。

……
2002 年 10 月，湖南省地质研究所

刘钟伟、童潜明、钟九思三位老地质专家
在大围山考察第四纪冰川遗迹， 均认为
大围山第四纪冰川遗迹中冰斗、冰窖、角
峰、刃脊、U 形谷、漂砾等十分醒目典型，
并且完全可与江西庐山第四纪冰川遗迹
媲美！

打开 1985 年出版的《湖南地理志》
(下)，P431 第一段赫然记载着“第四纪我
省西部、 东部和南岭山地曾被冰雪覆
盖”，“湘东大围山古寺附近的冰斗，海拔
1500 米左右”，“这类冰蚀(冰窖)地形在

大围山等均有残迹”，“大围山 U 谷可见
两级，较新一级 1000—1300 米，谷形较
完整清晰”。

刘钟伟认为， 这些数据、 图例等资
料， 应该来源于江西地质调查队的调查
报告。

据介绍， 我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
始进行全国区域地质调查， 调查没有按
行政区域划分范围，而是采用了“国际分
幅”的方式。当时“大围山”被划在“江西
铜鼓幅”，所以后来由江西调查到的“大
围山冰川遗迹”，虽然直接上了《湖南地
理志》，但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加
之湖南当时缺乏第四纪冰川遗迹研究的
专门人员， 甚至地质地理界的同行对此
也知之甚少。

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 才使得湖南
地质界“不识大围山真面目”的情形延
续了数十年。

童潜明认为， 大围山与庐山同处长
江中下游地区，地形标高、气候、纬度及
基础地质条件基本相同， 两地相距也不
远。“如果能对大围山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作进一步科学考察， 其知名度将有可能
与庐山处在同一水平。 ”他说。

“大围山国家地质公园具有重要的
科普教育价值，也是难得的旅游资源。 ”
赵志中说， 由于国家地质公园的最终确
认，今后人们到大围山旅游质量将更高，

“从以前的游山玩水只知其所以然，还可
进一步了解山体怎么形成的， 让游客从
更高层次重新认识大围山。 ”

“国家地质公园的获批，使湖南大围
山更是中国大围山。而且下一步，将成为
世界级的名山。 ”赵志中乐观地预计，因
为大围山国家地质公园的典型性， 只要
充分挖掘价值，通过 5 到 6 年努力，可以
成为世界地质公园。

● 历经曲折 识得“围山”真面目

● 3 年创建 “湘东明珠”越擦越亮

一日游线路 1

公园西大门→地质博物馆→栗木桥景区 【块
砾碛→冰川漂砾（壮士石）→枫林瀑布→危岩
体 （补天遗石）→花岗岩球状风化体→猕猴
谷→樱花谷】→玉泉寺景区【玉泉湖冰窖→羊
背石】→七星岭景区【扁担坳断层构造形迹→
扁担坳冰斗→扁担坳 U 形谷→祷泉湖冰窖
（浏阳河源头）→七星岭刃脊→七星岭角峰→
七星峰】→公园西大门（结束旅程）

一日游线路 2 与线路 1 方向相反

二日游线路 1

第一日： 公园西大门→地质博物馆→栗木桥
景区[块砾碛→冰川漂砾（壮士石）→冰桌→
危岩体（补天遗石）→根劈作用→花岗岩球状
风化体→猕猴谷

第二日：樱花谷→船底窝景区【船底窝 U 形
谷→下切作用（三铉琴韵）】→五指石景区【五
指石冰斗→五指石冰桌】→玉泉寺景区【玉泉
湖冰窖→羊背石】→七星岭景区【扁担坳断层
构造形迹→扁担坳冰斗→扁担坳 U 形谷→
祷泉湖冰窖（浏阳河源头）→七星岭刃脊→七
星岭角峰→七星峰】→公园西大门（结束旅
程）

二日游线路 2 与线路 1 方向相反

三日游线路 1

第一日： 公园西大门→地质博物馆→龙须漕
景区【冰川擦痕→冰臼（龙王椅）】→栗木桥
景区【块砾碛→冰川漂砾（壮士石）→冰桌→
危岩体（补天遗石）→根劈作用→冰臼 →猕
猴谷】

第二日：樱花谷→船底窝景区【船底窝 U 形
谷→漂砾群】→五指石景区【五指石冰斗→五
指石冰桌】→玉泉寺景区【玉泉湖冰窖→羊背
石】

第三日：七星岭景区【扁担坳断层构造形迹→
扁担坳冰斗→扁担坳 U 形谷→祷泉湖冰窖
（浏阳河源头）→七星岭刃脊→七星岭角峰→
冰桌（石蛙鸣泉）→七星峰】→公园西大门（结
束旅程）

三日游线路 2 与线路 1 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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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咨询电话：0731-83488701
旅游投诉电话：0731-83488188
景区救援电话：0731-83488188
网址：www.DWStravel.com

五指冰川 杨广泉 摄

冰桌（祷泉湖出口处） 冰桌（栗木桥石盖亭） 羊背石（玉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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