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不忘初心、不忘
宗旨、不忘群众，强化责任担当，创新扶贫方
式，一鼓作气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在决胜全面小康征程
中决不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 ”

2016 年 10�月 20�日，省委书记杜家毫
深入通道专题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

如此强调。
近年来， 通道紧紧围绕

“贫困人口脱贫、贫困村出
列、贫困县摘帽”这一

目标，走出了一条以
旅游扶贫为主、

其他扶贫模
式并存共

融的具
有通道

特色的精准扶贫之路，把绿水青山、风景风情
变成村民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10月 1日，在通道坪坦乡皇都侗文化村，
原生态歌舞正在激情上演， 身着侗族服饰的
阿哥阿妹翩翩起舞。 悠扬的芦笙、 悦耳的歌
声、优美的舞姿，让来自广西、贵州等地的游
客沉醉其中。 随着通道全域旅游的发展，村里
成立了皇都侗文化艺术团。 艺术团 30多名本
地演员每月可领到 3000 元的固定工资，其中
28名贫困对象脱贫。

“每天要接待 300 人以上，演员从合拢宴
上唱完敬酒歌， 又马不停蹄地跑向室内侗族
歌舞演出场。 ”皇都侗文化村艺术团团长欧俊
楼用一个“忙”字来形容他最近的生活。

通道以旅游为龙头， 推进多产业深度融
合发展， 该县探索以旅游产业为龙头带动其
他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实现了“一业驱四
化”雏形，形成以旅游业驱动新型农业化，发
展农业庄园经济， 实施体验式休闲观光农业

项目；以旅游业驱动新型城镇化，打造红色小
镇———县溪，休闲农业小镇———临口，百里
侗文化长廊集散中心———坪坦；以旅游业驱
动新型工业化， 围绕延伸旅游产业链条，重
点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中药材加工、新
能源利用、 民族工艺品生产等低碳环保工
业；以旅游业驱动服务业现代化，助推服务
业提档升级，促进养生行业和娱乐行业迅速
兴起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 通道以旅游产业发展为引擎，
特别是以建设“生态丹霞”、“侗乡风情”和
“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为抓手，引导景区
及周边居民自觉参加旅游服务、旅游消费品
生产，解决 1 万余人就业，帮助 2.57 万贫困
人口成功脱贫，旅游发展的红利实现了全民
共享。

目前，通道正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工作，2017 年全县预计减少贫困人口 7970
人，完成 651户 2688人的易地搬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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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春牛、 打糍粑、 跳侗舞……今年
“十一”黄金周期间，通道侗族自治县芋
头古侗寨景区推出的一系列原生态民俗
活动，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整个村寨沉醉
于喜庆之中。 通道全域旅游魅力凸显。

2016 年 2 月， 通道成功入列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 作为怀化市
旅游布局之南翼核心， 通道是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县、 湖南省特色县域经济文化旅
游产业重点县。 拥有国家 4A 级景区 3
个、3A 级景区 4 个，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6 处（14 个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 3 项。 数据显示，2016 年
通道旅游实现接待游客 347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 18.4 亿元， 连续 3 年接待游
客量 、 旅游总收入增速均超过 20% 。
2017 年 1-9 月份 ， 该县共接待游客
342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19.1 亿
元。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共接待游客
30.73 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1.72 亿
元， 旅游经济保持了迅猛增长的良好势
头。

怀化市委常委、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
委书记印宇鹰说，近年来，通道依托丰富
的生态资源、 特色的民俗风情及厚重的
红色文化，明确了“生态立县、旅游兴县、
产业强县”发展战略，围绕“农业为旅游
兴、工业为旅游活、商贸为旅游旺、服务
为旅游强”的思路，奋力推进旅游“二次
创业”，打造出“生态·民俗·红色”三位一
体的旅游品牌， 旅游业逐步成为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全域旅游发
展日新月异。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通道各景区
纷纷推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和
旅游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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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全
面展示通道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
一步提升了“最美侗乡好运通道”旅游品牌
和通道旅游的美誉度。

旅游业是通道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
化的主要领域。 近年来，面对新形势，立足
新起点，通道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全县的
旅游发展新格局，这个总基调是“转型升
级”，总思路是“全域旅游”，总战略叫“二
次创业”。

通道把旅游作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来培育。突出“全域”和“融合”理念，致力建
设侗族风情体验世界旅游目的地。“旅游兴
县”已成全县共识和全民期待。

近年来， 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决定等
一系列文件相继出台， 正式揭开了通道全

面开展旅游“二次创业”的序幕。 旅游由只
靠景点景区、门票经济、资源禀赋吃饭，提
升到全面推进品牌创建，实现城区景区化、
乡镇景点化、村居景观化，培育旅游新型业
态的崭新阶段。

该县将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土地
利用规划、城镇发展规划、县城建设规划与
旅游规划放在一起考虑， 做到“五规合
一”， 形成以县域为基础、 景区景点为支
撑、旅游功能区为载体、旅游线路为纽带
的全域旅游规划布局。 同时，打造精品景
区、丰富旅游业态，重点建设“一心一廊三
区” （“一心” 即县城旅游集散中心，“一
廊”即百里侗文化长廊，“三区”即生态休
闲旅游区、红色文化旅游区和原生态侗族
文化保护体验区）。

目前，通道已形成了百里侗文化长廊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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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注入了文化气息，就有了灵魂。 有
了文化的支撑，才能彰显其活力和生命力，侗
乡旅游因文化更精彩。 通道将悠久的民族文
化、 山水文化、 红色文化融入到旅游开发之
中， 为全县旅游事业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通道是湖南重要且知名的红色旅游文化
大县。 红色文化已经成为通道旅游资源一大
亮点。“通道转兵”会议旧址———恭城书院就
位于通道的县溪镇。 在通道，红色景点有很多
处， 如通道转兵纪念馆、 红军罗蒙山战斗遗
址、 小水红军战斗纪念碑、 梨子界红军烈士
墓、东宫庙、红军街等。

依托当地红色资源发展旅游， 通道已列
入全国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近年来，通道以红
色旅游景点恭城书院为核心，启动了“中国·
通道红色文化景点圈”景区建设，进一步提升
了通道经典红色游的影响力； 以举办红军长
征胜利 80 周年纪念活动为契机，打造红军长
征通道转兵纪念地，讲好长征故事、保护好红
色圣迹、传承好红色文化。

除了红色文化，民俗文化也是通道旅游
资源的一大亮点。万佛山、锦绣独岩、龙底河

漂流、百里侗文化长廊……这些原本不为人
知的地方， 现已成为通道著名的民俗风情、
自然风光旅游目的地。“十一”黄金周期间，
在通道万佛山景区、皇都侗文化村、芋头古
侗寨等景区，万佛山登山祈福、侗族原生态
歌舞表演和闹春牛等传统民俗活动，深得游
客喜爱。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通道注重传统村落
保护与地方协同发展， 打造申遗侗寨新村景
点。 借力侗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效应，按照
情境化、体验化、游乐化的旅游营销手法，深
度开发和挖掘民俗体验游产品， 在芋头、中
步、高步等申遗侗寨推出了民俗体验、农耕
体验、民族手工艺制造等一系列深度体验旅
游产品。

通道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全
面加强侗族文化生态保护，壮大“非遗”文化
传承队伍，积极推进侗寨申遗，使侗乡成为全
国侗族文化体验目的地， 为全域旅游增色不
少。 通道牙屯堡镇枫香村党支部书记、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粟田梅， 创建侗锦织
造技艺传习所，推动全村及周边村寨 4000 多
名农村妇女发展侗锦文化产业。

大自然赋予通道丰富的旅游资源，然而，
一些景区景点多年面貌变化不明显。 症结在
于体制机制落后，缺乏活力。 为此，县委、县政
府高位推进，统筹谋划，全力打造文化旅游升
级版。

创新体制机制， 是通道激活旅游发展活力
的“法宝”。通道深化旅游管理机制改革创新，结
合机构改革，整合文化、旅游、广电、民宗、宣传、
万管处、文物等相关部门，将旅游领导小组改为
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并实质性发挥作用，加强
旅游资源的统一经营管理， 统筹协调全县旅游
业发展，指导旅游及相关联行业工作。

全县旅游产业发展委员会、 皇都景区管委
会、旅游开发公司、旅游交通建设投资公司相继
成立。“四权分立”制成功实践，由旅发委负责行

业管理，旅游开发公司负责景区管理，中景信集
团负责景区经营，旅交投负责投资建设。“1+4”
文件出笼，为旅游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托。资源保
护、多元投入、利益分配、人才队伍建设等机制
的理顺，为旅游产业注入强大动力。

好的机制为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旅
游招商如火如荼。 依托核心景区，万佛山健康
养生、玉带河休闲旅游度假、皇都侗文化村侗
族风情街等一批招商项目成功引进投资商。

创新，是通道旅游营销的灵魂。
9月 24 日， 印宇鹰赴广西桂林市参加通

道专场旅游推介会，为通道旅游“代言”。 印宇
鹰说， 通道致力推进旅游产品体系和业态建
设，完善旅游管理和服务水平，通过开展旅游
企业诚信经营，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力

争让每一位到通道旅游的游客高兴而来、满
意而归。 通道旅游营销创新不断，收益不少。

2017年 4月 16日，湖南怀化通道侗族大
戊梁歌会在通道精彩上演。 以歌为媒，以会搭
桥、以节牵线，通道以歌会为平台，坚持发展
全域旅游，致力建设集民俗体验、生态休闲、
红色旅游、 养生度假于一体的全国侗族文化
旅游第一县。

宣传营销让通道吸引世界关注的目光。 精
彩的推介，密集的宣传，催生着一个个具体的旅
游计划———奔向怀化，奔向通道！ 近年来，通道
成功举办怀化市生态文化旅游现场推进会和湖
南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中央电视
台“心连心”慰问演出等活动，通过创新开放，提
升了通道旅游的知名度和品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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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侗族自治县发展全域旅游纪实

看通道全域旅游
文旅融合显魅力

全域旅游新业态
创新开放强品牌

旅游扶贫富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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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都侗文化村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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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香村村民编织侗锦。 粟远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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