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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郑飞兵

10月1日，国庆黄金周开启。位于湘南的
宁远县迎来客流高峰，九嶷山景区、下灌景区
线路受到游客追捧。记者在下灌景区看到，游
客摩肩接踵，车水马龙，据统计，当天该景区
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

今年，宁远县相继获得全国“景区带村”
旅游扶贫示范县、湖南省旅游扶贫示范县，17
个村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培
育的下灌社区等有影响力的乡村旅游扶贫项
目，带动了1万余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群众吃上“旅游饭”
宁远县九嶷山瑶族乡西湾村， 距舜帝陵

仅1公里。以前，村民们以种田为生。今年，依
托毗邻舜帝陵景区的独特优势， 村里和宁远
县农村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携手， 成立宁
远西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流转土地500亩种
荷花，发展乡村休闲观光农业，贫困群众吃上
了“旅游饭”。

节日里，西湾村的荷塘边，源源不断的游
人前来赏荷摘莲。“最多的时候，一天门票收入
有1万多元。”西湾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国良说，至
8月底，荷花节的门票收入达到了7万多元。

西湾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12户442人。
荷园的管理，从种莲、施肥，到摘莲蓬等，都是

安排贫困劳动力出工， 共有60多家贫困户的
劳动力参与。 张国良说， 今年已投工2000人
次，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增加了收入。

休闲农业盘活贫困村
穿过数百米长的葫芦架， 头顶的葫芦如

满天星斗，两边是硕果累累的葡萄园，一派田
园风光。

8月底，正是葡萄成熟的季节，九嶷山瑶
族乡新塘村的葡萄园里不断有游客来休闲观
光、 采摘葡萄。“周一至周五每天采摘收入七
八千元，周末每天超过1万元。”新塘村支书陈
阳九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新塘村1700多人，人均只有3分田，人多
地少，村里有700多人外出务工。以前，村集体
经济为零。

2015年，长丰集团进村扶贫。在工作组帮
助下， 新塘村成立宁远县长新水果种植专业
合作社， 村里通过多方争取和小额贷款等形
式，投入192.5万元，流转土地打造了120亩水
果园，种植了葡萄、火龙果等多个品种。

合作社引导18户村民入股， 其中12户是
贫困户。每天，还有20多个贫困劳动力在水果
园工作。葡萄园的一位工人说，平均月工资至
少有1200元，一年下来就实现了脱贫。

休闲农业盘活了新塘村。陈阳九预计，水
果种植基地今年可实现产值120万元。合作社

通过就业带动贫困人口50多人， 年人均增收
超过8000元； 实施小额信贷帮扶贫困人口
130人，人均分红1000元。

乡村旅游火了“千年古村”
四周翠峰环绕，东江、泠江、沐水穿村而过。

作为九嶷山“十里画廊”的一部分，宁远县湾井
镇下灌社区（原下灌村）是“千年古村”，始建于
公元499年，已有1500多年历史。这里人文底蕴
深厚，曾出了2名状元、48名进士。如今，下灌有
1.3万多人，是远近闻名的特大村落。2015年，下
灌景区正式成立，目前正在创建3A级景区。

在宁远县委、县政府主导下，下灌社区成
立了旅游公司，建立“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农
户参与”的机制，村民以资金土地等入股。旅
游公司流转土地300亩打造花海，贫困户以土
地入股， 还有100多个贫困劳动力参与务工，
2016年平均每人增收3000多元。

下灌社区有贫困户401户， 共计1489人。
下灌社区党委书记李乾旺说，需要劳动力时，
都是优先安排贫困户。 下灌社区有15个保洁
员，其中13个是贫困户，月工资1500元。

李乾旺介绍，下灌景区正在规划建设500
亩民宿区、300亩田园休闲区、100亩水上农
庄，建成之后可提供500个就业岗位，将进一
步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形成“开发景区—带活
经济—致富百姓”的连锁效应。

�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李立超）10月9日， 记者从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旅游港澳外事侨务局了解
到，国庆、中秋长假期间，该州共接待游客
280.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7.72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1.53%、15.02%。

长假期间， 自治州主要景区景点热度
不减。 凤凰古城景区接待游客53.61万人
次， 矮寨奇观景区接待游客31.05万人次。
来自省内长株潭和重庆、贵州、湖北等地的
自驾车游客，成为假日旅游市场主力军；采

取探亲访友、家庭亲子、自驾自助等旅游方
式的游客，占游客总数的70%以上。仅10月
6日， 全州16个重点景区车流量达到4.5万
台次，自驾游客占当天游客总量75%。

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 星级农家乐、特
色民宿，也成为游客“体验湘西事、感受湘西
情、品尝湘西味”的重要场所。8天长假，凤凰
县乡村游共接待游客26.97万人次， 花垣十
八洞村接待游客1.71万人次。花垣县紫霞水
库、永顺县杉木河水库、泸溪马王溪村等地，
吸引大批驴友安营扎寨，欣赏优美风光。

�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粟汇华）10月9日， 通道侗族自治
县旅发委向记者透露：“十一”黄金周期间，
该县共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 同比增长
29%，实现旅游收入1.7亿余元。

目前， 通道已形成由百里侗文化长廊
侗文化体验区、 万佛山养生康体及生态旅
游区、通道转兵纪念地红色旅游区、三省坡

原生态侗文化保护区组成的旅游精品线
路。为给游客提供更新鲜、健康、愉悦的
旅游体验，国庆、中秋节假期间，该县各
景区纷纷推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庆
活动和旅游产品， 如侗族原生态歌舞表
演、抢鱼塘、斗鸡、打糍粑、打陀螺、竹竿
舞、万佛山祈福等旅游体验活动，吸引游
客纷至沓来。

“景区带村”，农民脱贫
———宁远县旅游扶贫见闻

自治州：主要景区景点热度不减

�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陈遗志 李大鹏 ）10月8日， 涟源市
龙山风景区出现云雾景观， 雾绕山尖、鸟
鸣深涧，现场游客大呼“过瘾”。国庆、中秋
假期，娄底旅游产业再创新高，共接待游客
359.05万人次，同比增长20.98%，实现旅
游总收入18.44亿元，旅游经济呈现良好发
展势头。

近年来， 在全域旅游稳步推进的基础
上， 娄底把乡村旅游作为重点品牌， 推出
“周末去娄底”“高速交通旅游”“梅山民俗
文化游”等品质旅游活动，并开发出休闲度
假、生态旅游、水上旅游、养生养老等一大
批新景点、新业态。其中，三联峒景区、资江

旅游、归古乡村、博盛生态园、天门休闲等
旅游新品广受欢迎。

长假期间，娄底旅游呈现出自驾游、家
庭游、回乡游等特点，到农家乐休闲垂钓、
吃农家饭、体验农活、回归自然山水等成为
众多游客的首选。龙山、大熊山、渠江源、桃
花源、龙湾湿地公园等景区农家乐出现“一
房难求”现象。

同时，依托“智慧旅游”建设，娄底引导
各主要景区建立旅游信息服务平台。 采取
景点互动、主题互补、活动叠加的方式，打
破各景点的“孤岛”问题，形成了重点景区、
景点和周边乡村旅游的良好互动、 互补双
赢。

娄底：乡村生态旅游持续“发热”

�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通讯员 李贵
记者 李秉钧 ）10月9日， 记者从郴州市
苏仙区旅游局了解到，国庆、中秋长假期间，
该区共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 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2.8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26.4%、
19.8%。

长假期间， 苏仙区各景区景点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王仙岭景区举办灯光节，

3000多万盏小彩灯构成城堡、星空、花海
等造型，流光溢彩、如梦如幻。栖凤渡莲山
庄园推出浪漫花海活动， 引来不少粤港澳
游客。 苏仙岭福地广场持续8天美食节嗨
翻天。除了传统景区，乡村游也受到游客青
睐，凤楚鱼粉基地、坳上古民居等乡村旅游
点呈现人气旺、规模大、消费强等特点，日
接待游客达1万人次。

苏仙区：活动丰富多彩嗨翻天

通道：主打文化旅游“金”字招牌

喜摘“黑老虎”
10月9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镇

独坡村，长寿鲜果“黑老虎”挂满枝，村
民采摘外销。“黑老虎” 别名冷饭团，藤
本野生植物，果形奇特，集食用、观赏、
美化、绿化及药用于一体。近年来，通道
大力扶持农户种植“黑老虎”，全县种植
面积达1000余亩，鲜果、种苗远销韩国、
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每亩为果农
增收3万多元。 吴三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