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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家古风”另一条支线，由盘
王殿分开，往右，在大瑶山海拔 900
米以上的最深处就是庙子源村的香
草源了。

传说上古时代舜帝南巡“崩于
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娥皇、女
英二妃千里寻夫，来到九嶷山下，感
应到了亡夫的魂灵， 一缕香魂归九
嶷， 化作了这里漫山遍野的“爱情
草”———香草，从此，这里就叫做香
草源。

我们置身香草源， 放眼四望尽
是绵绵不断的山外青山， 如一幅雄
浑的巨幅山水画卷，原始、自然、野
趣……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香草源
由于一直隐藏在大山中， 瑶族的风
俗民情还保持得原汁原味， 瑶家人
的长鼓舞、“跳九洲”、 瑶家坐歌坛、
山歌对唱、杀年猪、打糍粑等具有瑶
族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都值得一
看。

沿香草源继续往西， 便可到达
涔天河水库南入口的水口镇， 因涔
天河水库的建设， 目前这里成为了
省移民旅游风情小镇，拥有“水上桂
林”喀斯特地貌景观，是旅游休闲的
理想去处。

从盘王殿往南走，可到达井头湾。 井头湾因村里的
一口古井而得名，这口古井深 20 余米、宽 8 米，井水冬
暖夏凉，四季长流，大旱之年也不干涸，滋养着一代又一
代的瑶人。 站在高处远眺，这里村寨环井，山水环村，近
六十座古民居枕水而立，好一幅神州瑶都的山水人间画
卷。

继续往前，可到达发现瑶族古文字的牛路村，如今
这里已成为了我省生态农业旅游的典范。 当然，来到了
牛路村就一定要去姑婆山， 姑婆山的顶峰———马鞍山
顶，为江华境内的第一高峰，海拔 1860 米，登上顶峰极
目远眺，只见群峰连绵、云山雾岭、此起彼伏，广西三县
尽收眼底，有“一览众山小，山登绝顶我为峰”之感。

当然“瑶家古风”线的美景远不止这些，倒水湾、宝
镜、东田、小古源、双江源……是不是光看名字就觉得很
美了？ 来吧，让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从这里开始。

在武陵源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文化是底蕴，元帅是
精神，绿色是潜力。

所以来到这里，一定要畅游这个绿色的王国。
澧水之源的五道水镇岔角溪村绝对是首选之处，这

里位于桑植以北最边缘，是古代土司的北境边关，这里
还是娃娃鱼保护基地，水质纯净得可以直接饮用。

选择一个晴朗的天气，从桑植县城出发，约两个小
时就可以到达五道水镇，继续往澧水源头方向，到达岔
角溪村，这里不仅有溪水、温泉、美景，还有桑植县与湖
北鹤峰县两百多年前结盟的土司洞， 还有依附澧水河
边，露出七个泉眼而得名的七眼泉。 如果累了，这里的不
少民宿可以让你放心地就餐和住宿。

接着你还可以去被誉为“张家界的西花园”的天泉
山国家森林公园， 该公园位于永定区尹家溪镇天泉山
村，是继张家界、天门山、峰峦溪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张
家界市拥有的第四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公园内植被茂密，溪沟纵横，瀑布丛生。 这里的峡谷、
碧水、溶洞、森林、古寨，美景处处，不仅是周末休闲养心
的好去处， 也是开展徒步生态旅游、 科考探险游的好场
所。

如果你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尹家溪镇长茂山村千
亩桃源基地一定可以满足你。 这里，山水相映，鸟语花
香，不仅有让你如痴如醉的数十万株桃花，还有“忽如一
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盛景。

春暖花开的时节，带上家人，看粉红的桃花遍布整
个长茂山，感受一夜之间万树梨花盛开的场景；花落桃
熟时分，再来这里参加盛大的蟠桃盛宴，亲手采摘水嫩
可口的桃子， 在美味中欣赏独特绝伦的土家民俗表演，
让身心放松，沉醉其中。

文 / 张福芳 肖艳蓉

途经地区：武陵源区、桑植县、永定区。
线路主题：依托张家界武陵源世界自然遗

产资源、桑植县独特的白族民俗资源，形成对
接张家界市区的民俗生态旅游线。

串联景点：八大公山、贺龙故居、九天洞、
茅岩河、清风峡

交通路线 ： 由 S10 进入张家界市 ，经
S249、S310 到达桑植县， 可由此进入湖北或
返回。

三道茶、九子鞭、仗鼓舞、三月街……武陵

民俗在这里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芭茅溪盐局旧址、贺龙故居、纪念馆……

贺龙元帅的传奇人生由这里开启；

澧水之源、天泉山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

的“市”外桃源……山水人间在这里枝繁叶茂。

来吧，来这里感受白族文化的魅力，接受
长征精神的洗礼， 品味青山绿水的诗意生活，

这里定能让你乐不思归。

11 月 4 日， 桑植县县直机关幼儿园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仗鼓舞表演，稚嫩的双手紧握仗鼓，跳、
摆、转、翻，或灵活，或刚劲，场面隆重热烈。

据桑植县白族乡文化站站长孙晓村介绍， 桑植
白族仗鼓舞大约产生在元朝初期，它粗犷、刚劲、原
始、大方又夹杂武术套路，广泛用于游神、庙会、节日
庆典、祭祀等民俗活动中，和“土家族摆手舞”、“苗族
猴儿鼓”并称为张家界三朵艺术奇葩。 2011 年 5 月，
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

在桑植，不仅可以欣赏到古朴、原始仗鼓舞，还
有霸王鞭，该舞蹈以鞭敲击肩、臂、腰、背、腿，打出有
节奏的声音，随之而跳跃起舞；打花棍，表演时，姑娘
们身着白族服饰，手舞花棍，以击打使花棍发出悦耳
动听的碰击声并和着姑娘们青翠婉柔的歌声， 场面
热闹极了。

其实，桑植白族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他们
因战乱从云南大理“溯长江、渡洞庭、漫津澧、步慈阳
(今慈利)”来到桑植繁衍生息。 目前，在桑植有芙蓉
桥、马合口、麦地坪、洪家关、走马坪、刘家坪、淋溪河
等七个白族乡。 经过 750 多年的发展，目前桑植白族
人口已经超过十万。

当然这里好看好玩的还有很多， 比如农历正月
初九的“赶会”，每年白族儿女集聚在本主庙，举行祭
祀活动；三月三文化艺术节，举行游神，跳仗鼓、玩龙
舞狮、唱花灯、演地方戏等文娱活动；更有那“一苦、
二甜、三团圆”的三道茶令人回味无穷。

在这里，不仅有独特的白族文化，还有可歌可泣
的红色精神。

坐落在桑植县城以北 12公里处的洪家关， 就是贺
龙元帅的故乡，这里群山拱围，峰峦叠嶂，云雾缭绕……

1916 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
遍全国，二十岁的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家乡组
织了几十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当他
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便
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多
个农民乘夜色闯入盐局， 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
获 15 支步枪，2 支手枪和 9000 斤盐， 他下令把盐统
统分给穷人，解救了俘虏，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
队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由此传扬开来。

从此，在贺龙元帅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生涯中，
他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建立了不朽功勋。
贺龙元帅的故居是一栋古朴简陋的农舍， 由青

瓦、木柱、板壁构成 3 间木房。 木房的门楣上悬挂着邓
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贺龙故居”匾额，堂屋正中的桌
上安放着贺龙元帅半身铜像。 走进陈设简朴的居室，
就看到板壁上悬挂着为中国革命英勇捐躯的贺龙 6�
位亲人的画像和英雄事迹，细细读来，令人感动，深受
鼓舞。

故居对岸，是家乡人民为纪念贺龙元帅 100�周年
诞辰修建的贺龙纪念馆，它占地 11 亩，三面环水，东
与街道相通，北过百龙桥与故居相连，整个地形成“金
线吊葫芦”状，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洪家关还有一个奇观，不论晴天雨天总有云海出
现，选择一个晴好的早晨，登上山顶，与奇妙无比的日
出云海图来场约会吧。

白族文化浸润之处
刘家坪、芙蓉桥、淋溪河：

青山绿水诗画之境

岔角溪、天泉山、长茂山：

千年沉浮今更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白族
仗鼓舞。 孙晓村 摄

贺龙纪念馆 覃章衡 摄

曾经，这里是瑶族同胞躲避战乱之地，交通闭塞，靠天吃饭；

如今，通过瑶族文化这碗“特色饭”，瑶胞们奔上了全域旅游
的康庄大道。

初冬，我们沿着“瑶家古风”线，走进一个个村庄，去探访那神

秘的瑶族文化，以及那些青山绿水与人和谐相处的故事。

串接县市：宁远县、江永县、江华瑶族自
治县。

线路主题：依托瑶族民俗旅游资源，形成
北接永州市区，南连桂林的湘南瑶家风情线路。

串联景点：九嶷山、女书生态博物馆、上
甘棠古村、千家峒、瑶族长鼓广场、瑶族图腾
园、涔天河水库、姑婆山。

交通路线：经 G76 进入九嶷山国家森林
公园，经 G538 到达江永县，可由此去桂林；
或经 G207 到达江华，再前往桂林或返回。

从九嶷山出发，沿着“瑶家古风”线，走夏蓉高速，80
多公里，就到了江永县上江圩镇浦尾村，这里就是传说中
世界上唯一女性文字发源地，也称“江永女书”。

“江永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性别文字，它仅限于妇女
交流、使用，“传女不传男”。以前，在浦尾村，基本上每一
位女性都会说古话（以女书为载体的语言），因此，女书
成了女性之间的“摩斯密码”，她们通过字画、绢布、折扇
等传递书信，交流倾诉。 如今，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一文
化，当地专门开设了女书课堂，新建了女书生态博物馆，
向世人全面展示女书的起源、历史、文化等。

继续往西，我们便来到了全世界瑶胞寻根访祖的圣
地———千家峒。 这里曾经是瑶族先民繁衍生息、安居乐
业的聚居地之一，只有一个石洞入内。 境内山幽、林深、
洞奇、瀑美、泉温，瑶族风情浓厚。据传，宋、元之际，官府
才发现这个地方，派官差入峒征收粮饷，瑶民热情款待，
久留不归，官府误以为官差被杀，于是派兵围剿，逼得峒
内瑶民纷纷出逃，背井离乡。虽如此，如今这里依然保存
着“盘王庙”、“盘宅妹墓”、“平王庙”等瑶族历史文化古
迹，流传着神奇动人的民间传说。

听完瑶族同胞的故事，上甘棠古村跃入了眼前，这座
古村是汉武帝时代苍梧郡谢沐县城所在地， 距今已有
1200多年的历史，是湖南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
的古村落，这里的居民多为周氏家族的后裔。目前村内依
然保存着 200 多幢明清时代的古民居， 虽历经千年风
雨，可村子的村名、位置、居住家族始终不变。

从上甘棠再往前，便到了勾蓝瑶寨，勾蓝瑶是江永
“四大民瑶”（勾蓝瑶、扶灵瑶、清溪瑶、古调瑶）之一，这
里的瑶民，根据姓氏集合居住，一个姓氏一个门楼，自唐
朝开始延绵。在村中流连，13 条街道、5 座戏台、66 座庙
宇、300 多栋民居无不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荣。 在这里
还有一个有趣的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十三的“洗泥节”。
原来，旧时勾蓝瑶的田地离村寨较远，每日往返不便，因
此农忙时节男人必须离家住在田边，只有每年农历五月
忙完了春耕， 男人才可以洗清脚上的泥回家，“洗泥节”
就是瑶民们庆祝男人回家夫妻团聚的节日。 在这一天，
勾蓝瑶胞或跳起大鼓舞，吹响芦笙，集体欢庆；或耍龙舞
狮，走村串户；或请来戏班唱上三天三夜，大办“苦瓜宴”
……

浦尾、千家峒、上甘棠、勾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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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女书 欧阳剑 摄

井头湾古村 欧阳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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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湘西 12 条精品线路之“武陵民俗”

元帅故里“品”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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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湘西 12 条精品线路之“瑶家古风”

芭茅溪、洪家关：

元帅精神传承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