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家族特色民居）
杨家

（特色民俗文化）
长春

比耳
（里耶脐橙）

陇木洞
（蔷薇莓采摘园、土家民俗）

首八峒
（中国传统村落、“八部大王庙”遗址）

星火
（土家族特色民居）

（特色民俗文化）
六合

捞车河
（惹巴拉）

洗车
（特色美食）

新建
（特色村寨）

楠竹
（喀斯特石林地貌）

（传统造纸技艺、竹编技艺）
洞坎

双凤
（中国土家族第一村）

司城（老司城遗址）

前进（马拉河人体漂流）

（尖山红叶十里画廊）
洞坎河

塔卧居委会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

（吊脚楼群、 娃娃
鱼养殖基地）王木西米（山水牛郎寨）

保坪
（兰花洞、 猕猴
桃产业观光园）

毛坪（栖凤湖）

列溪（生态茶园）
（土家民俗、特色饮食）张家坡

坐苦坝
（红石林景区、茶园）

（红石林）花兰
（猛洞河）克必

（红石林）花兰

大板
（里耶大板遗
址与墓群）

小溪
（中国传统村落）

里耶古城

惹巴拉

洛塔（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猛洞河漂流

芙蓉镇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杉木溪
（小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
传统村落）

坐龙峡
（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小溪

（国家地质公园）红石林

（世界文化遗产）
老司城遗址

S259

G209

S304
S10

G352
S252

S254

S006

S306

S230
S10

往
边
城

往张家界

往
龙
山
县
城

永顺县

古丈县

张家界的山之美，美在山之奇野、地貌之
独特，美在植被之繁茂、物种之丰富，更美在云
雾缭绕下，一切似乎都有了生命的力量，张开
嘴使劲儿呼吸，享受世上“绝无仅有”的空气。

“天门洞开云气通，江东峨眉皆下风”。
位于张家界市永定区的天门山，山势陡险峻
拔, 景色雄奇壮丽， 被称为张家界的天然画
屏。 天门山海拔 1260 多米的绝壁之上的天
门洞，迄今仍是罕见的世界奇观，这里更是
翼装飞行爱好者的探险天堂。

当我们乘坐世界上最长的高山客运索

道天门山索道上山，一路升腾，眼睛便忙不
过来了。 只觉着自个儿往那峻峭的山石飞
去，却又忽地晃开，三千奇峰刹那间掉到了
脚底下。 侧望，层层的云雾环绕着嵯峨之峰，
坚硬的山石也在云雾间温柔起来。

登上山顶， 我们选择了最刺激的西线。
索道出来，不远处玻璃栈道就悬挂在凌霄台
下的峭壁之上。 短短的 60 米，还未靠近，阵
阵尖叫声就已入耳，悬崖之下无尽的深渊让
人每走一步都需要偌大的勇气。 如遇晴天，
透亮的玻璃上，蓝天白云的倒影正跟随着你

的步伐悄悄移动。 栈道之外、之下，是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张家界奇峰。 若是碰上云雾天，
有云海自谷底涌上来，渐渐溢满，与天相拥，
犹如仙境。

天门山早已蜚声中外。 随着张家界全国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以及大湘西生态文
化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开发， 依托天门山，
一大批美景开始向世人撩开神秘的面纱。

天门山的后花园天门溪村， 红河谷正一
步步的火热起来。 这个隐藏在群山之间，因
布满红色石头而得名的河谷， 正成为徒步、
溯溪的好去处。

紧邻天门溪村的堡子界林场，因天门山
耀眼的光环而鲜为外人熟知。 堡子界因山脊

突兀如堡垒得名，是湖南两大水系沅水与澧
水的分水岭。 在交通不发达的民国、清代或
更早的时候，这里是武陵山区与外界交往的
一个重要节点。

而在王家坪镇马头溪村，我们看到几位
雕刻师在近 300 平方米的石壁上细心地雕
刻着，大湘西生态文化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之
沅澧山水王家坪镇导览图正在施工。 走进王
家坪镇，随处可见大片大片保留完整的土家
吊脚楼。 石堰坪、马头溪、关水坪、沙子垭、紫
荆塔、伞家湾，都是千年土家古村落。

如今，这些古朴的吊脚楼，串起一个个土
家村落，在远山近水间，构成了一条长长的土
家民族风情走廊，吸引着八方游客的驻足。

大湘西 12 条精品线路之“土家探源”

旅游扶贫在行动
大湘西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宣传

省发改委 省旅游局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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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好山留客住，五溪秋水为君清。 ”这
里，是湖南怀化最北端的沅陵县，温润如玉的
沅水穿城而过。

在那大山绵亘、交通梗阻的年代，沅陵人
独占了沅、酉二水，可谓得天独厚，占尽风流。
有峡谷大河，必有急流险滩、危崖绝壁。自五强
溪大坝锁定了沅水，二百里峡谷便成了仅次于
洞庭湖的水乡泽国、沈从文先生当年笔下放荡
不羁的险滩。

我们挑了一条花船感受了酉水风情画廊。
沿酉水画廊而上，土家婚俗寨、打渔寨、花海
寨、湘西排帮寨……十八个寨子遍布在两岸如
画的风景里。一条花船下来，想去哪个寨子，下
船登岸即可。寨子里的丧葬嫁娶习俗仍保留着
一种古朴的方式，你既可以在号子谷里，和着
一声声响亮号子，参与盘木、打夯、车水体验；
还可在婚俗村里，当回土家新娘新郎，体验土
司王朝的古老婚俗。

酉水是沅江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横跨湘
鄂渝黔四省市。 这条河流如一条绿带，串联起
借母溪等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二酉山、黔中郡等
丰厚的历史遗存。 横跨酉水的凤滩水力发电
厂，是世界上最大的空腹拱坝。 酉水和酉溪交
界处的二酉山，则是“学富五车，书通二酉”的
出处，“书山有路勤为径”的“书山”，指的就是
这里。 酉水与沅水交汇处，仰望，龙兴讲寺高高
雄峙在虎溪山上，是我省现存年代最早的木构
建筑群。

“阳明的地盘，美得令人心痛”。 我们不知
道沈从文先生为什么说这块土地“美得令人心

痛”？ 但是，受制于交通、旅游配套设施等因素，
沅陵长期如深闺里的美人，让人无从瞥见。

近年来，随着 319 国道、常吉高速、沅张高
速的开通，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位于
长沙至张家界必经之路上的沅陵县，其区位优
势开始凸显。 今年 3 月，在沅陵县举办的湖南
首届春季乡村旅游节以及张家界南线旅游发
展战略的启动，更是让沅陵县借着旅游扶贫的
东风，面向世人掀开了盖头。

未来， 在沅陵县城和酉水生态文化游、五
强溪生态文化旅游、借母溪原始沟谷风光和民
俗文化游、沅陵国家森林公园高山避暑旅游等
4 条乡村旅游线路，将让你感受到：在这里，神
秘与淳朴同在，历史与文化同在；在这里，美丽
让你心痛。 你也可以在这里，读懂大湘西；在这
里，体验中南六省“山水第一县”；在这里，走过
沈从文先生笔下最后一段风景。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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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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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澧山水”

途经地区：永定区、沅陵县、常德市
线路主题：依托张家界永定区独特的自然资源、
怀化沅陵原生态自然与文化资源， 形成东接大
洞庭，北连张家界市区的原生态文化风情线路。
串联景点：天门山、借母溪、酉水画廊
交通路线： 由常德经 S244 进入到沅陵县五强溪
镇，再经 G56、G241到达张家界永定区。

留住了历史

文 / 柏润 肖艳蓉

文 / 张福芳 肖艳蓉 土
家
风
情

摆手舞、茅古斯、打溜子……一曲曲都
是一场生动的故事，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惊艳了时光；

吊脚楼、芙蓉镇、老司城……一座座蜿
蜒地盘旋在山中，与云相依，与雾相恋，让
历史定格。

岁月、风雨，将这里一年年地打磨，可这
里依然有着最传统的习俗，最质朴的生活以
及动人的风光。

请跟随大湘西精品线路脚步， 赴一场
“土家探源”之约吧！

惊艳了时光

芙蓉镇是一个拥有 2000 余年历史的小
镇，因为电影《芙蓉镇》而蜚声中外，也因这
部电影而改名。 主演姜文和刘晓庆也凭这部
电影分别获得人生第一次影帝和影后。

除了《芙蓉镇》，还有《湘西剿匪记》、《乌
龙山剿匪记》、《血色湘西》 等多部影视剧在
此拍摄。

古镇虽小，但韵味十足，一条酉水河、一
条王村大瀑布将这个古镇养育得水灵地灵，
因此它也被外界称之为挂在瀑布上的千年
古镇。

绝美的自然景色与古朴的民俗风情融

为一体，一进芙蓉镇，仿佛穿越回了古代。 清
晨时光，从芙蓉镇码头一路沿着坡顶的石板
街漫步， 选一些富有湘西特色的精美饰品，
来一碗“刘晓庆”米豆腐，兴起时还可以跳一
段“华尔兹”，让裙摆飞扬，心放飞。

你对土司制度感兴趣吗？ 如有兴趣，那
一定要来湘西的老司城。 这里是土司制度的
物化载体，被誉为中国古代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发展的活标本。

老司城本名福石城，因是土司王朝八百
年统治的古都，亦称司城、老司城。 是南宋绍
兴五年（1135 年）至清雍正六年（1724 年）永
顺彭氏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城内分内罗城、外罗城，有纵横交错的八街
十巷，史书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
“五溪之巨镇，万里之边城”的记载。

感受过老司城， 我们再穿越得远一点，
秦朝怎么样？

你知道秦简是什么样子的吗？ 龙山县里
耶镇的 3.7万多枚秦简，定能让你惊叹。 其实
发现秦简还有一段故事呢。 2002年 6月，当
地在修建水电站时，在里耶镇的一个河滩上，
意外发现了一座小城的遗址， 遗址中还有一
口古井，考古队员来了后，经过 27天的发掘，
在深达 17 米的巨大水井中， 出土了这些秦
简。 这些秦简数一下子就占了全国秦简数的
90%以上，消息一出，震动了整个考古界。

如今， 这里按照 2000 多年前的里耶古
城原貌进行了部分复原， 建立了秦简博物
馆，再现了战国军事要塞的布局风貌，重现
了大秦帝国历史文化风范。

当然，土家风光绝不止这些，猛洞河、红
石林、坐龙峡、小溪……也定能让你流连忘
返，乐不思蜀。

一路走来，这样的大湘西，是不是让你
惊艳呢？

芙蓉镇、老司城、里耶古城
让你回归历史，领略土家厚重人文

仁者乐山 ，智
者乐水 。 山水之
爱，人之本性。

“张 家 界 看
山，沅澧玩水。 ”大
湘西文化生态旅
游 12 条精品线路
中的沅澧山水线 ，
串联起山水湖南
的“醉美山水线”。

天门山 、借母
溪、酉水画廊、五强
溪……似一幅动态
的山水画卷， 在沅
水、 澧水两岸徐徐
展开。

看山（地点：张家界永定区） 天门仙境 与云一起深呼吸

玩水（地点：沅陵县借母溪乡、明溪口镇、二酉苗族乡、五强溪镇）

酉水画廊 沉醉“令人心痛”的美

每一个民族都有根，有发源地，那个地方根
植在你的心中，神圣而温暖。 湘西土家儿女也不
例外。

从保靖县城出发走半个小时公路，然后在酉
水河乘船，大约半小时，上岸，再沿着一条布满茅
草的小路走上十分钟，土家发源的文化地标———
八部大王庙遗址就跃入了眼前。

这座庙宇位于首八峒村内， 建于清乾隆二
年。 传说土家先祖在酉水流域建立了八个部落，
为保持部落间的统一， 就由德高望重的领头人
“涅壳赖”来统管各部落，人称“八部大王”。如今，
历史已经逝去，这处遗址也成为了湘西州唯一的
八部大王庙遗址，每年前来祭祀的土家儿女络绎
不绝。

你知道土家茅古斯、摆手舞是从哪里被挖掘
推广出去的吗？ 答案就是永顺县双凤村。

双凤，自李唐建村，历二百余代，两千多年，
一直保持着最传统本真的面目，是中国土家族文
化之根源所在。 从这里流传出去的土家茅古斯、
摆手舞被称为“人类戏剧活化石”。

茅古斯，土家语，意为“浑身长毛的打猎人”。
茅古斯舞，即那些“浑身长毛的打猎人”的歌舞。
千百年前，它是湘西大地上的土家先民“毕兹卡”
日常的舞蹈。如今，它被称为“中国舞蹈的最远源
头”。 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茅古斯，与其说是一场歌舞，不如说是一
个古老民族与天、地、神、祖的一次虔诚对话。

摆手舞，则是对土家生产、生活、征战场面的
再现： 有表现打猎生活的“赶野猪”、“拖野鸡尾
巴”等；有表现农活的“挖土”、“种苞谷”等；舞姿
粗犷大方，刚劲有力，节奏鲜明。

如果你对古法造纸术感兴趣，永顺县勺哈乡
洞坎村绝对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个村子的造纸
工艺一直沿用古代造纸技术，堪称造纸术的“活
化石”。居住在这里的农户们，几乎每家每户都会
这种技艺。放下一切，在这里住上几天，说不定你
也可以学会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呢。

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青苗龙”表演，村民

们在稻谷插秧以后， 用去年的稻草扎成草龙，敲
锣打鼓沿着村庄舞龙， 祈求上苍保佑风调雨顺、
五谷丰收。

想不想知道什么是“胡玛语”？来永顺朗溪乡
王木村听一听吧，不过你肯定听不懂，因为这种

语言，在字典里永远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答案没关系，这里还有土家最传统的

美食：柴火煮的鼎罐饭、柴火熏烤的山胡椒猪肉、
蜂蜜泡团糤、糍粑等。 当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时，
谁又还记得尘世间的俗事？

（地图资料由省旅游局提供 制图：彭婷）

依托景区
景点或村庄 支线

主线

县 出入口

首八峒、双凤村、洞坎村、王木村
带你穿越千年，探访土家发源之地

天门山 鬼谷栈道 李东群 摄

酉水画廊 童迪 摄

洞坎村古法造纸 欧阳剑 摄

土家族茅古斯舞 卢瑞生 摄

老司城遗址 欧阳剑 摄

“土家探源”
途经地区：永顺县、古丈县、龙山县、保靖县
线路主题： 依托浓郁的土家族民俗资源和

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形成东接张家界和怀化
沅陵，西连重庆的土家风情线路。

串联景点：永顺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芙
蓉镇、猛洞河、老司城，古丈红石林、坐龙峡，龙
山里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交通路线：从张家界市走 S10 进入永顺县，
往西沿 S10、S006、S252、S254、G352、S304、G209、
S259 到达龙山县，往南到达花垣县，或从里耶
古城沿酉水河乘船而下到达保靖县城。

（古城遗址）黔中郡 兰溪口（国家湿地公园）
苦藤铺（朝暮思生态观光园）

（辰州矿业）沃溪 老街（桃花休闲山庄）

柳林汊
（欧盟认证生态有机茶园）

夸父山
（省级森林公园）石公坪

（五强溪水电站）

合仁坪
（大别溪漂流）

石堰坪（中国传统村落）
砂子垭（原始次生林）

（土家吊脚楼）
马头溪

（万亩野生映山红）
湖田垭

堡子界
（天然避暑胜地）

（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
天门山

七星山
（天然狩猎场）

（旅游风情镇 ）
顶丰垭

天门溪
（红河谷景区）

（张家界国际
影视基地）
蔡家溪

（凤滩水电站）黄秧坪
明溪口

（国家湿地公园）大岩头

乌宿

（特色民俗）
陈家溪 借母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洪水坪（特色民宿）

借母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酉水画廊

沅陵古城

（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二酉圣山 （辰州矿业）官庄镇

（国家湿地公园、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五强溪

石堰坪（古建筑群） 往常德

往吉首

张家界市

沅陵县

往长沙

（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凤滩水库

关水坪
（全国示范农家书屋）

紫荆塔（土家民俗）

S313
G241

G56

S244

S106

依托景区
景点或村庄

支线
主线
市（县）

出入口

（地图资料由省旅游局提供 制图：彭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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