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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学明

湘西的美是山做的， 山做的湘西是山做
的美。一座座大山小山，就那么绵延不绝、莽
莽苍苍地连在一起，形影相随，唇齿相依，成
为山脉和峰峦，成为沟壑和峡谷，峰头出尽，
出尽风头，组成一条条刚直而妩媚的风景线。
山脉错落起伏，山就有了线条和韵致。峰峦嵯
峨挺拔，山就有了雄浑和伟岸。而沟壑和峡谷
的蜿蜒陡峭，山就有了舒朗和迤逦，有了奇崛
和险峻。远看，每一条山脉都是一首首唐诗在
飘飞起伏。近看，每一座山峰都是一阙阙宋词
在开合隐没。左看右看，都是一支支壁立千仞
的画笔在为湘西款款落墨、依依写生。

山是湘西永远的房东，花鸟树草，雨雪风
霜，各种动植物都是山的常客、贵宾和精灵。
山是一个花篮，会装满一山野花。白的梨花、
栀子花，红的桃花、杜鹃花，粉的梅花、木槿
花，黄的金桂、龙船花，紫的翠蝶、碗碗花，蓝
的虎耳、熏衣花，还有多种颜色的龙虾花、山
荷花、喇叭花、山茶花及农家田舍最为浩荡、
惹眼的油菜花，都不会在湘西错过花期，耽误
花事。其实，那一座一座的山，就是一朵朵的
花，开在湘西的田边地头，开遍湘西的每一个
角落。

湘西的美是水绣的，水绣的湘西是水绣
的美。一根根水线，穿过一根根山针，以江河
的胸怀在山谷里静卧，以溪流的舞步在山涧
里奔跑，以瀑布的英勇在山崖上蹦极，以湖
泊的安详在山洼里养生。绣出沅江、酉水一
样的绫罗，绣出峒河、沱江一样的绸缎，绣出
猛洞河、万溶江一样的水袖，绣出长潭河、龙
潭河一样的水弦，当然也绣出小溪、古苗河
一样的裙边，绣出栖凤湖、格泽湖一样的蜡
染。

偌大的湘西，不知有多少条这样的绫罗
绸缎、水袖水弦和蜡染裙边。一条水就是一
支笔，笔锋走过，不是绿了芭蕉，就是绿了牡
丹，不是绿了青山，就是绿了蓝天。一滴水就
是一滴墨，墨水滴过，一切洇染。当一根船篙
撑开一面春水时， 撑开的就是一河碧绿、一
湖天蓝， 就是一幅幅被美打翻的明媚水景、
世外桃源。夹岸的山是被美打翻的，那夹岸
的树是被美打翻的，那夹岸的草是被美打翻
的，那夹岸的人，也是被美打翻的。任何的形
容词都形容不出打翻的美是怎样的美入了
地、美翻了天。只能说那美啊，硬是美到了人
的心尖尖。湘西的水，怎能如此清澈透亮呢？
清澈透亮得大地和天空的五脏六腑都看得
见；怎能如此鲜嫩？鲜嫩得如同婴儿的肌肤
脆生鲜灵；又怎能如此甘甜？甘甜得舌尖心
间都是糖分。

湘西的美是人创的。 人创的湘西是人创
的美。 好山好水养育的湘西人， 个个天生丽

质、才貌双全，女人如花，男人似玉，男人女
人，男神女神。女人会织布绣花，男人会蜡染
锉花。 女人织布绣花时， 是云一梭霞一梭地
织，花一针草一针地绣；男人蜡染锉花时，是
蓝一缸青一缸地染，刀一笔光一笔地锉；一种
叫西兰卡普的土家织锦就有了， 一种叫务图
的苗族蜡染就有了， 一种叫踏虎的凿花就有
了。披一身织锦和蜡染制作的绣衣，整个湘西
就花枝招展、摇曳生姿，就是少数民族的表情
在飞扬、奔走，迎风歌舞。

开出一片田园，田园就是锦绣。种出一片
庄稼，庄稼就是画展。而一些木板、瓦片和石
头装订成册时， 就是一栋栋民居、 一个个家
园。吊脚楼是土家族的，建在青山绿水的吊脚
楼，主体建筑立在山地，小半建筑临空飞悬，
仿若一本翻开的书，任世人去读，或若一架钢
琴，任世人去弹。一个个土家人就像一个个钢
琴师，弹鸟语花香，弹日月星辰，弹炊烟里的
鸡犬相闻、池塘蛙声。苗家的黄泥屋、石头屋
或者小木屋，则更像一幅幅美妙的版画，质朴
而艳丽的色彩，与山与水，交相辉映。那是苗
家的一个个画师精心描绘的，蓝天上色一层，
白云上色一层， 阳光上色一层， 彩虹上色一
层，整个苗家，苗画风情。凤凰、乾州、德夯、浦
市、茶峒、坪朗、里耶、芙蓉镇、惹巴拉、洗车
河、老司岩、黄石桥、排拔寨，都是湘西撩人心
魄的建筑风景。

更为骄傲自豪的是， 祖先为我们留下了
一片万年不朽的秦简、 一座千年不朽的老司
城。一片里耶出土的秦简，带出的不仅是湘西
几千年的文明，更是华夏几千年的文明，仅一
个九九乘法表， 就把中华文明的历史推远了
1000多年。秦简出自里耶，却改写世界。秦简
来自湘西，却充满了神奇。一片秦朝的竹简，
为什么会出现在楚国？一个楚国的世界，为什
么会为秦国埋单？遥远神秘的湘西，又如何保
全了一个华夏文明的胎记？ 秦简正让历史告
诉未来，历史不管多么艰难曲折，终会找到真
相，真相多么简单直接，都得经历艰难曲折。
老司城留给世界最为古老但却最为先进的地
下排水系统、防火系统和疏散系统，老司城留
给世界上最为古老但却最为简单的立交桥，
都是我们湘西最骄傲自豪的资本。 老司城成
为世界文化遗产，天经地义。当然，当古老的
文明还在熠熠生辉时，新生的文明，我们也在

创造， 一座矮寨大桥， 就足以让世界记住我
们。那么深的峡谷，那么高的山，那么险的涧，
居然连一个桥墩没有， 居然就让一座桥横飞
过去了，而且创造了那么多世界桥梁史第一，
那就是我们湘西的高度！ 那就是我们湘西的
底气！

湘西人生来会唱歌。 他们的肺活量是世
界上最清新的空气沁润的， 他们的金嗓子是
世界上最清亮的泉水清洗的， 他们的歌词歌
曲是世界上最清爽的山风擦亮的。所以，他们
的歌声天然的婉转、悠扬，高亢、嘹亮。有如天
籁，亦如仙音。梯玛神歌和苗族古歌，能让我
们一次一次地流着热泪感受到民族的骨血是
那样的深远、祖先的体温那样的温暖。蒿草锣
鼓、喊秋调子，能够让我们一次一次地怀着喜
悦懂得劳动是快乐的、创造是欢愉的。而酉水
船歌、沅江号子，则让我们在激情澎湃和热血
沸腾中自豪一个民族的百折不挠和坚强坚
韧。最软人心肠的，当然是那些甜蜜的山歌、
情歌。一首首山歌、情歌，都是从俊男靓女的
心尖尖上飞出的，黏着情感，扯着糖丝丝，巴
心巴骨的暖，巴心巴骨的甜。湘西的山歌你不

能听啊，一听你就抬不动脚了。湘西的情歌你
不能唱啊，一唱你就有情人了。那歌里的黏黏
药和迷魂药，不黏死人，就迷死人。

湘西人生来会跳舞。 世界上最美的山塑
就了他们的舞姿， 世界上最美的河摇曳了他
们的舞步， 世界上最美的生活灌注了他们的
舞魂。 一棵草是一种身影， 一朵花是一种表
情，一线光是一种眼神。而一抹朴素或绚烂的
颜色，则是一种说不完道不尽的风韵。身披满
身稻草的茅古斯舞是土家族祖先劳动场景的
复活与描摹， 头顶一把花伞的接龙舞是苗族
祖先接龙祈雨的再现与重温。土家调年摆手，
摆来风调雨顺。 苗疆击鼓踏花， 踏来五谷丰
登。土家苗家共同拥有的傩舞，则是砸烂骨头
还连着筋的文化遗存和生命聆听。 一树乱颤
的花枝，搅动一池春水；一场湘西的舞蹈，舞
动世界身影。

湘西人血性、英勇、忠义。大山哺育的湘
西人， 有大山一样刚硬的筋骨和风骨， 不怕
苦，不怕死，咽得血，吞得铁，侠肝义胆，忠勇
双全，其家国情怀和民族情感，就像血与脉、
泥与土，血在脉中，泥在土里，不可分离。嘉靖

年间，彭荩臣、彭翼南率几万土家子弟远征东
南沿海浴血奋战， 英勇抗倭， 赶走了日本倭
寇，岌岌可危的华夏江山得以稳定平安，大明
王朝把“东南抗倭战功第一”的功勋授予土家
子弟。抗日战争期间，顾家齐率八千苗家子弟
在淞沪会战中与数倍于自己的日军战斗，一
寸山河一寸血，成功阻击了日军的大举进攻，
掩护了民众和大部队的安全撤离。在红军“扩
红” 和解放战争中， 湘西数十万人跟随贺龙
“闹红”、长征，流血、牺牲，成为默默无闻的革
命功臣。抗美援朝时，一万多土家苗家子弟跨
过鸭绿江，与敌作战，威震敌胆，成了魏巍笔
下最可爱的人。

湘西人浪漫、率真、多情。一年四季，湘西
都有那么多浪漫的爱情节日，苗家四月八、挑
葱会、赶秋，土家六月六、社巴节、糊仓，还有
苗家更为频繁的边边场、 土家更为频繁的歌
圩，都是一场场爱情的盛宴，一场场爱情的专
场。湘西的少男少女们，总会不怕山高路远，
不舍白天黑夜， 从苗家到土家， 从土家到苗
家，为爱转场。即便是六月六、社巴节这样的
不是专为爱情的节日， 湘西的男女也会专为
爱情而去， 也会从节日的脚步里觅到爱情的
踪影。一个湘西人，就是一颗爱情种，播下去
就会发芽，发下去就会开花，开下去就会是一
个又一个爱情的家。走进湘西，湘西的空气中
都弥漫着爱情的气息和糖分。 湘西到处都是
爱情的阵地和堡垒， 到处都是爱情的地雷和
引信。踏上去，你就是爱情的俘虏或战士，你
就会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湘西人纯朴、好客、热情。这是湘西人的
本性。纯朴来源于内心的善良，好客来源于做
人的大气，热情来源于处世的真诚。重情重义
的湘西人，宁亏自己一辈子，也不亏客人一阵
子。进了湘西，拦门酒是要敬的，拦门歌是要
唱的，拦门鼓是要打的。一碗酒，一首歌，一段
鼓，一生情。湘西所有的食材都是原生态的、
无污染的， 你放心来吃。 湘西有的是美食美
味，你尽管去品。你品得越多吃得越多，湘西
人越高兴。 腊肉你是要吃的， 香肠你是要吃
的，稻花鱼你是要吃的，铁板烧你是要吃的，
枞菌炖鲜肉你是要吃的， 胡葱炒腊肉你是要
吃的，泥鳅钻豆腐你是要吃的，包谷、生姜、萝
卜、豇豆、糯米等各种酸菜，你是要吃的，鸭脚
板、山竹笋、阳雀菌、水芹菜等各种野菜，你是
要吃的。 这些都是湘西人用生活的智慧烹调
出来的人间美味极品，你不吃实在是可惜，实
在是少了一种滋味、一种生活、一种人生。

所以，你才觉得看遍世界风景，总觉我的
湘西最美； 阅尽人间风情， 总觉我的湘西最
醇；品遍世上人情，总觉我的湘西最真。湘西，
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仙境。

（作者系湘西人氏 ，土家族 ，著名作家 ，
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

1957年9月20日，湖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
自治州在湘西诞生， 从此开启了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发展的新纪元。60年来，在党的民
族政策光辉照耀下， 自治州各族人民自强不
息、守望相助、奋发图强，走过了波澜壮阔的
发展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成就，谱写
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光辉篇章， 自治州已成为
全国脱贫攻坚的聚焦点和武陵山区开放开发
的热土。

60年来，州域经济实现飞跃

发展是第一要务， 只有不断推动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民族团结进步、群
众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建州以来，经济总量
不大、结构不优、质量不高一直是自治州面临
的最大难题，谋求蓄势后发、实现特色赶超一
直是自治州最紧迫的任务。

改革开放后， 自治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开启了脱贫攻坚、改革发展的新征程。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州上下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大力推进优
势产业、基础设施、新型城镇、生态文明、民生
事业“五大建设”，着力建设绿色、文化、开放、
和谐“四个湘西”，努力实现在武陵山片区率
先发展、率先脱贫。60年来，全州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了381倍，财政总收入增长了919倍，全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525倍，州域经济
实现了飞跃性发展， 综合实力迈上了新的历
史台阶。

60年来，扶贫开发硕果累累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实施扶贫开发，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
全面小康路上掉队， 是自治州各级各部门的
责任使命。

由于历史原因，到上世纪80年代，自治州
仍有156万群众生活在温饱线以下，占农业人
口的80%以上。历届州委、州政府带领全州各
族干部群众大力弘扬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
精神，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抓民生实事，全面落
实国家扶贫政策，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全州人
民生活从基本消除贫困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
总体小康，正在向全面小康目标迈进。

特别是近年来， 全州上下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和视察自治
州时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
标，以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1100个贫困村
为主战场， 因地制宜推进发展生产、 乡村旅
游、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教育帮
扶、医疗救助、社会保障兜底、基础设施配套、
公共服务保障等精准扶贫脱贫“十项工程”，
近5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0万人，贫困发生率
由33.79%下降到16.14%， 自治州进入减贫人
口最多、农村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增收最快的
时期。

60年来，特色产业持续壮大

由于基础差、底子薄，产业发展仍面临总
量不大、实力不强、结构不优等问题。自治州

坚持在“专而特”上下功夫，在比较优势上做
文章，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初步形成了以生态
文化旅游业为主导、特色农业为基础、新型工
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

生态文化旅游业持续“井喷”发展，凤凰
古城、老司城、里耶古城、矮寨大桥四大旅游
黄金板块影响力不断提升， 自治州成为全国
十大旅游热点地区，“神秘湘西” 旅游品牌已
蜚声海内外。农业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建成万
亩标准园19个， 特色产业基地达到340万亩，
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

工业体系不断完善，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强力推进矿业整治整合， 将70多家企业整合
成不到10家矿业集团， 矿硐由1980个整合到
204个；建成标准厂房250万平方米，建成省级
工业集中区9个，园区工业产值占全州工业总
产值的60%，一批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
新兴产业较快发展。

60年来，城乡面貌发生巨变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建设宜居宜业的美
好家园， 是全州老百姓的共同夙愿。60年来，
州委、州政府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断纾解地理
困境，全力破解基础瓶颈，不断放大绿色生态
优势，做了很多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工
作。建成7条高速公路、铜仁·凤凰机场，黔张
常铁路、张吉怀高铁、湘西机场加快建设，自
治州融入了长沙、重庆、贵阳、桂林4小时经济
圈，实现了乡乡通水泥（沥青）路、适宜通公路

的行政村通公路。
现代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初步建成，电话、

数据通信、互联网、多媒体通信多网并存、覆
盖城乡。 全州35千伏以上公用线路3000公里
以上，农网改造升级基本完成，天然气长距离
输送管网即将开工建设，羊峰山大青山风电、
贫困村光伏发电等新能源项目竣工投产或开
工建设。森林覆盖率达到70.24%，生态效益总
价值位居全省各市州之首。 城镇建成区面积
扩大到近170平方公里， 城镇人口突破100万
人， 城镇化率由1957年的7.3%提高到2016年
的43.1%，初步形成了“一个州府核心城市、半
小时通勤生态城镇群、 一小时旅游经济圈、7
个县城区域节点、30个特色小镇”的新型城镇
体系。

60年来，社会事业蓬勃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建州初期，自治州社会事业基础薄弱、水
平低下，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突出民生
为本、民生优先，着力推动共建共享，是建州
60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发展的鲜明特点。 教育
事业取得巨大进步，“两免一补” 等政策全面
落实，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实现，职业教育
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完成中心完小以上学校
的“三通工程” 建设及教学点数字资源全覆
盖。

医疗卫生事业成绩斐然， 加快构建州、
县、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中国土家
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 国家中药现代化技

术中心土家医药分中心落户自治州， 居民平
均预期寿命由建州初期的34岁提高到2016年
的72岁。文化事业欣欣向荣，永顺老司城遗址
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凤凰区域性防御体
系申遗工作稳步推进，全州共创建228个国字
号生态文化品牌，实现乡乡有文化站、村村有
农家书屋目标， 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8%以上。
社会保障体系日臻完善，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

60年来，民族团结不断巩固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
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 是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根本要
求。多年来，全州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强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全州各族干部群众“五
个认同”意识不断增强。

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土家族、苗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 传承和创新，“三个
离不开”的思想深深扎根各族干部群众心中，
同呼吸、 共命运、 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
传。

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民
族法律法规，修订完善了自治条例，颁布实
施了16个单行条例，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开创了跨省协同立法先河。加强社
会治理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城乡同建同治和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 逐步提高村办公经
费、村干部误工补贴到省定标准以上。不断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保障各族人民参政
议政权利，各项工作呈现团结和谐、开拓创
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放眼湘西大地，民
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村村寨寨，民族进步
之歌格外嘹亮。

60年浓墨重彩的发展历程，60年弥足珍
贵的发展成就， 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极
大优越性， 彰显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强大生
命力， 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自治州的成功
实践。 伟大事业永无止境， 伟大工程永不停
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299万自治州各族儿
女， 正以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斗志昂扬的
奋斗姿态， 朝着打造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公
园的宏伟蓝图阔步前进！

六十年栉风沐雨 六十年春华秋实
———庆祝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

� � � �看遍世界风景，总觉我的湘西最美；阅尽人间风情，总觉我的湘西最醇；
品遍世上人情，总觉我的湘西最真。湘西，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仙境———

还有哪里比湘西更美

� � � �凤凰古城。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中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 � � � 2009年7月21日，龙山县里耶古镇，幽长的石板路，古香古色的木制房屋。（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