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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零陵区突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协调
推进。

零陵区以全域旅游的战略眼光布局谋
篇，立足“潇湘之源、诗画零陵”形象定位，
举全区之力发展全域旅游。 计划投入 170
亿元全面推进“一个核心、三种体验、三大
板块”建设，即：建设好零陵古城旅游城区
这个核心，实施“进城”、“下乡”、“入水”三
种体验，突出零陵古城、乡村旅游、沿河风
光带三大板块。 为零陵古城创建 5A 级景
区打下坚实基础。

零陵区委书记唐烨指出， 零陵区着力
发展特色旅游产品， 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
“进城”、“下乡”和“入水”三种体验：

———“进城”， 就是发展古城历史文化
游。以零陵古城历史文化为核心，整合周边
古城遗址、庙宇商街、书法碑刻等历史文化
资源，加快推进“零陵古城”项目“一轴两带
三核五街” 建设， 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加大零陵渔鼓、花鼓戏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传承，大力发展历史文化展示、研

学访古、民俗体验等旅游产品，让广大游客
徜徉历史的街头、唤起文化的记忆。

———“下乡”， 就是发展永州之野乡村
游。 充分利用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 按照
“建点、连线、扩面”的思路，发展以“永州之
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重点的乡村旅游，
突出以零陵古城为起点， 以黄溪河康体运
动游、贤水河民俗风情游、观音山宗教文化
游、都庞岭自然风光游为组团，整合沿线旅
游资源，培育乡村赏花、农家美食、农耕体
验、乡村怀旧等旅游产品，让游客体验农耕
之趣、休闲之乐和乡村慢生活。

———“入水”， 就是发展水上观光体验
游。 借鉴桂林“两江四湖”、南京秦淮河、“夜
游珠江”等成功典范，依托零陵“两山夹一
水、一水托数洲”的自然条件，加强潇水两
岸“永州八景”“永州八记”景观建设，实施

滨水景观亮化再造，培育“夜游潇湘”“渔舟
晚唱”“水上运动” 等旅游产品， 着力把潇
水、贤水、愚溪打造成为风景名胜与现代景
观融合的水上旅游体验带。

这次国庆、中秋两节，零陵区演绎了文
化旅游完美结合的精彩华章———

在工人文化宫， 举行了“欢度国庆节
喜迎十九大”百姓月月乐专场文艺演出；

在柳宗元文化旅游区、东山景区，分别
进行了为期 8 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
向游人展示了零陵渔鼓、 零陵花鼓戏等独
特艺术；

在周家大院，连续 8天表演舞龙舞狮；
在荷塘月色景区， 连续 8 天开展钓龙

虾比赛……
这 8 天， 零陵城乡各个旅游景区景点

人气暴涨。
零陵区在打好“旅游升温”战役方面，

立足“俯首是历史、俯首是文化”的美誉，牢
牢把握发展大势， 切实强化文化旅游各项
基础工作， 让零陵处处彰显历史文化名城
的特色， 唤起文化的记忆， 弥漫文化的气
息，不断提升群众文化幸福指数。 为此，区
里重点唱好“五台大戏”：

一是重头戏。 重点实施好文化旅游配
套“十个一”工程，即建设一家四星级宾馆、
一个形象片、一句城市宣传口号、一条特色
街区、一个特色小镇、一条旅游线路、一个
旅游节庆活动、 一桌特色菜、 一个特色窗
口、一套文化旅游丛书等，全面构建“食、
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体系，努力提升旅
游产业品质。

二是特色戏。 办好具有零陵地方特色
的“两节”，即每年春节前后举办文化艺术
节，每年举办一次乡村文化旅游节。

三是群众戏。 以“政府买单、群众看戏”
的形式，每月举办一场“广场文化百姓乐”
活动，每月确定一个主题，打造好这个被群
众誉为“没有围场的剧场”。

四是大众戏。 广泛开展送文化下乡进
社区。 在农村，组织好送戏送图书送电影下
乡， 建设好农家书屋和村级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示范点，在城区，打造“十五分钟文化
服务圈”，丰富街头图书阅读点，培育健康
活泼的街头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
业文化等。

五是公共戏。 拍摄零陵旅游宣传片，制
作零陵旅游地图，编制“永州之野” 导游讲
解词和宣传折页， 制作柳宗元文化旅游区
宣传折页、景区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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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明 袁忠民

潇水秋深碧如黛，东山飞霞丹桂香。
金风送爽，天高云淡。 国庆长假期间，“锦绣潇湘源、千年诗文地”的零陵，色彩斑斓，景色宜人；“千年古城”的零陵，风韵厚重，风采迷人———在古色古

香的柳宗元文化旅游区，在历史悠久的东山景区，在清秀亮丽的“永州之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在紫薇烂漫的十里花谷，在幽静美丽的双牌灌区百里花
果风光带，在乡情浓郁的香零山村、悟山里村，活力四射，异彩纷呈，四方游客纷至沓来，共游山水，共度双节，共享欢乐。

近年来，永州市零陵区切实打好“旅游升温”战役，以历史文化和山水资源为依托，以零陵古城文化旅游项目为核心，以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为载体，向
着彰显零陵特色、突出古城风情、具有高水准的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湘粤桂旅游圈的黄金驿站、永州高端旅游产品第一品牌的目标而阔步前进。

据统计，今年前 9 个月，零陵区实现旅游接待 500 余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8 亿元。

《史记·五帝本纪》曰：舜“南巡狩，崩于苍
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零陵之名
始称于世。 有考古资料显示：“零陵是夏以前
全国已出现的 34处古地名之一”。 零陵这座
历史的名城古城，也是一座多彩、多元、多维
的城市。

———零陵古城俊美。 零陵雅称潇湘，因
潇水与湘水在这里汇聚，烟波浩渺，天水相
连，形成“永州八景”之萍洲春涨的著名景观
和“潇湘八景”之首“潇湘夜雨”的潇湘意象。
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史，使零陵形成了“两
山一水拥一城”的城市格局和“楚粤通衢、汉
唐名郡、潇湘之源、山水绿城”古城特色。

———零陵文化优美。 零陵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柳文化、舜文化、草书文化、宗教文化
等独树一帜，声名远播；“永州八景”驰名华
夏，“永州八记”遗址闻名遐迩。 零陵名贤荟
萃，柳宗元、元结、怀素、周敦颐、欧阳修、陆
游、黄庭坚、张浚、徐霞客、何绍基等都在这
里留下足迹和墨宝。 境内有国宝单位 6 处 7
地、省保单位 4处、市保单位 47处。

———零陵风光秀美。 零陵山水独特，生
态优良， 旅游资源丰富。 有各类景区景点
230 多处， 已建成国家 4A 级、3A 级旅游景
区各 1个，国家湿地公园 1个。

时光流逝，美景常在。
为了让历史文化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

协调共进，零陵区着力保护固态、传承活态、
发展业态， 让传统风貌与现代气息交融，让
零陵历史文化彰显个性、突出特色：

———保护固态。加强重点文物保护，坚持
城市建设审批与实施均以文物保护需求为前
提，坚持“政府主导、规划先行、保护优先、关
注民生”的原则。 先后编制出台了零陵古城保
护与开发规划与项目系列规划， 永州之野乡
村旅游精品线路建设规划， 柳子街历史建筑
修缮规划，东山景区、周家大院、仙姑故里等
名胜古迹保护规划。 先后投融资 7亿多元，对
柳子庙实施保护性“内充外延”工程，对周家
大院开展恢复性修整； 对东山景区进行保护
建设并完成文庙、武庙修缮；对愚溪进行清淤
疏浚，溪底白石峥峥，溪岸修竹亭亭，重现“如
鸣珮环”之景象；对“永州八景”、“永州八记”
遗址进行了全面修复。

———传承活态。 加强对各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的保护、开发、传承。 对国家级
非遗名录零陵渔鼓和零陵花鼓戏等 3 项省
级非遗项目以及 6 项市级非遗项目，通过展
演展示等形式，进行活态保护和传承。 并分
别认定省、 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
名、6名。

———发展业态。 加强人文交往交流交
融，增强“零陵古城”品牌的影响

力， 全面提升零陵古城
的文化影响力。

10 月，零陵河西，潇水之滨，项目建设工地
一片繁忙，如火如荼。投资 70亿元，占地 1480亩
的湖南省、永州市重点建设项目———“零陵古城”
文化旅游综合保护开发项目将在这里傲然挺立。

千年古城风景这边独好，潇湘奋进江山如此
多娇。在“零陵古城”文化旅游综合保护开发项目
建设中， 有两个时间节点铭记在零陵人民心中，
载入了零陵发展史册：

———2015年 7月 10日，“零陵古城”项目在
北京成功签约。 这个项目总用地约 1480 亩，建
设期限 6 年，总投入 70 亿元，项目建成后 2 年
内，可实现年接待游客量 500 万人次，直接提供
就业岗位约 10000个。

———2016 年 9 月 25 日，“零陵古城”项目
在潇水河畔胜利开工。

“零陵古城”项目以宋代湘南建筑为隐形骨
架，以明清建筑形态肌体、潇湘永州文化为灵魂，
是集生态文化休闲、民俗文化体验、市井文化消
费、 主题游乐互动、 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 5A
级历史文化旅游和国际旅游度假古城。

一年来，“零陵古城” 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已
新建仿古建筑 6万平方米，完成主体结构 3 万平
方米，新建游客接待及展示中心 6 栋，并对外开
放。

令永州人更加感到欢欣和鼓舞的是，经过永
州人的多年努力，2016 年 12 月， 在即将跨入
2017年新年的时候，从首都北京传来喜讯，国务
院批复永州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锦绣潇湘，又添一块含金量最高的“国字号”
招牌。

随着永州市旅游升温战役的打响，零陵旅游
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 入秋以来，零陵旅游步入
黄金时节： 永州之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开门迎
客；2017 年永州市零陵区首届乡村文化旅游节
激情上演，五大板块 46项分项活动引爆零陵，来
自全国各地的 10 余万群众前来寻花海韵味，赏
乡村风物，亲自然山水；“两节”期间，各景区景点
更是爆满……

零陵旅游大大的火了一把，美了一回，零陵
文化旅游品牌打响，一股新的零陵“旅游热” 掀
起。

零陵区委、区政府坚持“布局美、产业美、环
境美、生活美、风尚美”的五美乡村目标，坚持绿
色发展理念， 结合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将
发展乡村旅游作为零陵文化旅游的重头戏来唱，
使零陵更漂亮、更妩媚，文化旅游的人气和名气
全面提升。

———地处城郊的南津渡办事处香零山村，因
毗邻永州八景之一的“香零烟雨”而得名。村里通
过投融资 500 多万元，对民房“穿衣戴帽”，完成
墙体艺术彩绘 1000 余平方米，建设观光荷花池
塘 80亩、 赏花栈道 300 米、 自行车赛道 2.8 公
里。建立了高标准的阅览室、卫生室、便民服务中
心、留守儿童室、村农技站等。

———地处永州之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上的
省级示范村富家桥镇何仙姑村，以发展花海观光
休闲农业为主，引进花海公司和漂流公司，流转
土地 1200 亩，种植 400 亩紫薇花，100 亩脆桃。
夏秋时节，十里紫薇花海聚集了满满的人气。“盛
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这里的紫薇，以热情奔
放的姿态肆意绽放着，艳丽的花朵，充满生机。何
仙姑村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名村，年接
待游客达 30万人次。

———全国农村社区创建示范点石山脚街道
悟山里村，纵深推进“清洁村庄、整洁家园、美化
环境”行动，发放垃圾桶 536个，新建集中处理垃
圾池一座。同时，该村推进农民服务体系建设，农
民休闲娱乐文化广场、篮球场、助残无障碍设施，
农村电商、农技咨询中心、村医务室、幼儿园基本
齐全。年过七旬的石茂勋老人自编了一首小诗赞
美村里：“说说我们悟山里， 村容美丽众人夸，乡
风文明传佳话，户户和谐如一家。 ”

———双牌灌区百里花果观光带主要路段的
接履桥街道四达亭村、甸尾头村，是美丽乡村建
设的一个缩影。 项目投资 3000 万元，打造四季
花海观光带、紫薇造型景观带观景平台、花海漂
流等项目。 种植美国三红紫薇 150万株，四季常
青草皮 10 万平方米，成为湖南乃至国内最长的
紫薇造型景观带，也成为零陵乡村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

目前，零陵区已全面完成 6个省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15 个区级示范点和 47 个人居环境重点
整治村建设任务。

当前，零陵正积极推进“景点旅游”向“全域
旅游”转变，并通过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块
“金字”招牌，打造“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
中、人在景中”的生态之城，彰显零陵的人文之
美、山水之美、城市之美，稳步向全国旅游休闲示
范城市迈进。

文化零陵，凸显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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