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渊明说，尘俗之中，存仙隐之地，名为
桃花源。

武陵之地，世外桃源。 千百年来，人们总
惦念着这处隐匿之地。

桃花源人曾经的一句“不足为外人道
也”，让隐逸之地大美不言，让寻访者遍寻不
得，却更制造了神秘的引力。

原乡何处？ 现代都市人的困惑，也是旅游
发展的困境。 人们对文化旅游日益增长的需
求，向旅游景区、全域旅游的建设和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无需苦寻。 这次，中国桃花源发起“邂逅
桃花源”活动，从桃源文脉之中，挖掘隐逸之
风，重拾千年情怀，用行动宣告：桃花源在你
身边，千年前大美不言，而今仍是心灵故乡。

关照现世，慰人以实，本为陶令风骨。《桃
花源记》诞生的地方———中国桃花源·湖南常
德广而告之，弘扬“心灵的故乡”，正是文脉的
传承。

这一场蝴蝶振翅般的“穿越”，触动了数
以百万计的都市人， 先后被全国上百家媒体
报道。 关于都市文明贫瘠的思考，关于现代人
“心乡”无处安放的焦虑，从网络发酵，汇聚成
一场社会大讨论。

始于桃源，终于桃源。
“桃花源是每个人心之所向，我们作为建

设者、管理者更应深刻解读它的文化内涵，以
一种桃花源的情怀与担当， 为世人营造美好
和谐的世外桃源。 ”中国桃花源·湖南常德负
责人、 常德文旅投总经理刘祉言如此解读中
国桃花源的文化内涵。

故乡之失，让现代都市人难觅心安之所，
这并非美景所能抚慰。 而中国桃花源努力的，
是在文旅胜地之外，打造“心乡”之所。

从中国桃花源我们可以窥见， 湖南旅游
正走上一条砥砺革新之路， 这不仅是产业发
展之路，也是文化繁荣之路，更是伟大复兴之
路。

201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版式编辑 彭 婷28

桃花源里 心灵故乡

它是唯一的桃花源。
无需争论，亦不必赘证。
一篇 《桃花源记 》，一位武陵渔

人，一块仙隐净土。
一句 “不足为外人道也 ”，一声

“后遂无问津者”，一场经年找寻。
世人皆知：桃花源就在此处。
它是陶渊明的陈叙之地， 也是

每个人的心灵故乡。
时光如沅水清波，白云苍狗，过

尽千帆，古地缄默无言。
而当一日，昔日神秘古地，有望

成为旅游福地，夺名者蜂起，杜撰假
说热传，高仿山寨无尽。

古桃花源地守着那一句 “不足
为外人道也”的誓言。

中国桃花源，湖南常德。
真不必争。 大美不言。

穿越如梦，

“一解乡愁在此间”，百万人神归“心灵故乡”

三城邂逅

■ 文 / 李毅

古老的桃花源，落英缤纷，闲适隐逸。
现代的大都市，车水马龙，人潮涌动。
当她们突然相遇，会发生怎样奇妙的故事？
9月 17日，重庆、武汉、长沙，三座现代大城，同时上演一出“邂逅桃花源”的穿越大戏。

当古老的桃花源邂逅现代的繁华都市，一场另类穿越狂欢上演，一种人文思考渐次沉淀，喧
静之间，数百万都市人神归“心灵的故乡”。

这是三年来，涅槃重生的中国桃花源·湖南常德（以下简称“中国桃花源”），首次以崭新
的姿态、宏大的格局走入公众的视野。

峥嵘砥砺延数载。中国桃花源对历史的传承与创新，正是顺应文化旅游发展的趋势，也
映射着湖南旅游发展的面貌之新与格局之大。

从一场穿越说起。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

路之远近……”
9 月 17 日，周日下午，人潮涌动的闹市

区，突然传来朗朗书声，闻声望去，人群之中，
一队须发鹤然的老者气定神闲舞起太极，一
对对“武陵渔郎”和“桃花妹”翩翩起舞，而中
间一群学童正忘情朗诵着千古名篇《桃花源
记》。他们仿若与外界隔绝，书声荡漾，太极轻
灵，舞态翩跹。

围观者众，有人愕然：“我穿越了吗？ ”
诧异，驻足，拍照。看到背景中“心灵的故

乡———中国桃花源·湖南常德” 的标识显现，
人们才明白过来，是桃花源“穿越”了。

这是 9月 17日在重庆解放碑广场、长沙
梅溪湖步步高广场、 武汉光谷步行街同时出
现的场景，也是中国桃花源在多年沉寂之后，
再次惊艳亮相。 这一天，现场、网络围观的总
人数超过千万。

“虽然周围很吵，听着心里却好安静。 ”
……
视频火遍微博，留言万千感慨。 17 日当

天，微博话题点击量迅速超过 500万，截至目
前，话题量突破 800万。

这一场桃花源穿越之旅，转瞬即逝，几分
钟后就在闹市里影踪全无，翩若惊鸿，却触动
了在喧嚣秀场中麻木的都市人， 唤醒了人们
内心深处对美好宁静的向往。

大 V@我爱重庆在留言中说道：“在被浮
躁和欲望淹没的都市里， 人们渴望心灵的归
宿而不得。 这就是中国桃花源令人神往的原
因吧。 ”

和这位拥有近百万粉丝的大 V 一样，网
友对活动背后的人文意义感触良多， 对桃花
源之美念念不忘。有网友总结：桃花源的隐世
和仙逸，最是心头之好。

隐逸之美，是中国桃花源的内核，是湖南
旅游文化的重要一极， 也是所有人内心深处
的追求。

隐逸之美 闹市穿越桃花源

这一场美丽的“邂逅”，始于三年前的一
次破蛹。

2014年，常德市委、市政府成立了全市
唯一文化旅游投融资平台———常德市文化
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
德文旅投”）。 常德文旅投的核心任务，就是
中国桃花源的提质建设。

其时恰逢“十二五”改革发展迈入攻坚
阶段，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在全国逐渐深入，
第二年，发展全域旅游的国家战略提出。 中
国桃花源顺势而为，开始了一场转型改革。

“三年磨一剑，不负桃花源。 ”桃花源景
区三年建设的大幕，轰然开启。

常德文旅投的成立， 首先解决了景区
建设顶层架构的问题。 2014年 10月，随着
董事长刘腾波、 总经理刘祉言入驻中国桃
花源，以工程建设部、投融资部等多部门协
作为主导，旅游管理公司、工程建设公司、文
化传播公司等 18 个子公司各司其职的文
旅投集团逐渐成型， 一艘承载历史使命的
巨舰就此起航。

顺应旅游发展的潮流，常德市委、市政
府对桃花源的规划，不止于打造国家 5A 级
景区， 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将中国桃花
源建设成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休闲度假
区、文化创意产业园，让中国桃花源真正成
为文化的源地，心灵的故乡。

三年前，中国桃花源景区依次关闭，进
入全面提质建设。 历史，开始铺卷书写。

“原只有不到 2 公里的核心景区现在
有 12 平方公里， 不仅

面积扩大，更是丰富了内涵，有世上最全的
桃林博览园，有世上最大的柳木根雕，有世
上第一台流淌着诗意的流动山水文化实景
演出。 ”常德文旅投董事长刘腾波介绍。

其次是 30 多个交通、市政、服务的基
础配套项目建设。 交通项目包括老 319 国
道改线、常吉高速桃花源互通、五柳大桥以
及 11 条城镇路网、 沅江水上游览线路、黔
张常高铁连接线等； 基础服务设施包括泽
云度假酒店、四星级酒店桃花源宾馆、酒吧
一条街等； 市政项目包括大型生态停车场、
自来水厂、管道燃气站、公共汽车站、游船码
头、银行服务点等一应俱全。

景区建设的核心驱动， 是科学而缜密
的三位一体建设体系， 工程的建设必须同
时是文化的构建，文化构建又和景区运营息
息相关，建设、文化、运营始终处在同一个建
设维度。

三年间，中国桃花源人并肩砥砺，在景区
文化生态的建设中尤其着墨颇多。 刘祉言介
绍， 景区任何一家商铺的开业申请， 无论大
小，都要由景区负责人亲自审核检验，其商业
模式必须符合中国桃花源的文化理念。

2017 年 9 月 17 日， 中国桃花源“首
秀”。 一场三城邂逅，舞出大美蝶变，千万人
共鸣于心。

3 天后，中国桃花源正式开放。 随后一
个月，游客量较闭关之前翻两番，省外游客
占比超过六成。 舆情监测显示，中国桃花源
的好口碑和高美誉度成为其品牌标识之一，
广为流传。

三年砥砺磨一剑，此心安处是吾乡。

“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
中国桃花源的涅槃重生，革新之锐，升

级之高，成为湖南旅游转型发展之路上，一
道壮丽风景。

而她的使命不止于此， 早在常德文旅
投成立之初，常德市委、市政府就曾提出，
要通过建设中国桃花源， 提升对桃花源行
政区划内 157.55 平方公里的资源进行整
合与资产盘活的能力， 进而推动常德市乃
至湖南省旅游资源的整体联动与发展。

布局产业链、区域化发展。 一条清晰路
线已然显现， 桃花源发展的宏大格局蓄势
待发。

这一切，是桃花源三年卧薪尝胆、一朝
涅槃重生的基石， 也是其长远发展的美好
蓝图。

在未来，桃花源还将与张家界、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加强区域协作，探索产品共建、
市场共拓、客源共享的紧密合作发展之路。

到张家界看山，去凤凰怀古，来桃花源
洗心，“湖南旅游金三角” 呼之欲出，“全域
旅游”宏图渐展。

“接下来，我们将配合景区建设推进产
镇融合，大力发展城镇旅游产业，打造独具
特色的旅游区。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大力推
进民生升温，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致力脱
贫攻坚，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动和扶持群
众参与旅游和旅游关联产业， 让群众更多
地享受旅游开发建设带来的红利。 ”桃花源
旅游管理区党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杨俊娓
娓道来。

杨俊郑重表示：“这是为实现老百姓的
梦、我们的梦、民生梦，也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乡关何处 一解乡愁在此间

砥砺之坚 新桃花源三年一剑

复兴之梦 建设心灵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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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牌楼。

主游客中心。

五柳湖风光。

9 月 17 日，重庆解放碑前传来《桃花
源记》的朗朗书声。 当天，“邂逅桃花源”活
动在重庆、武汉、长沙三城上演。

“邂逅桃花源”活动期间，一对外国游
客夫妇在桃花源 3D 画前合影。 中国桃花
源·湖南常德景区于 9 月 20 日重新开园，
向全世界游客开放。

9 月 17-19 日， 中国桃花源·湖南常
德景区在重庆解放碑广场进行免费赠票
活动。 期间，在重庆、武汉、长沙三地共赠
送价值近千万的景区门票、 酒店入住券
等，三地市民纷纷点赞。

水府阁。 （本版图片由中国桃花源·湖南常德景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