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石敦 何庆辉 肖井冬

在湖南南大门，有一个历史悠久、资源丰

富、文化厚重、美丽富饶的地方，她就是桂阳。

5 月初，榴红柳绿、微风不燥，行走在桂阳大地心旷神怡，

这方神奇山水唤醒了我们的梦里田园，勾起了美丽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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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人聚族而居、同宗同源，一个个古
村落建筑群就像一块块美玉撒落乡间。 千百
年来，这些青砖黑瓦清水墙、青石巷道清水沟
的古村落，独留余韵烟雨中。

目前，全县有地界、大湾等 7 个村入选中
国传统村落，阳山村、庙下村等被评为省历史
文化名村。

让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经济发展新优势，
乡村振兴恰逢其时。 对传统村落桂阳坚持保
护优先原则，同时引进投资者进行科学开发，
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打造“乡村振兴”
样本。

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正和镇阳山村是
“全国十大古村”之一，依山傍水，现存古民居
80 栋，占地面积 1.5 万平方米。 阳山村村民
告诉我们， 他们与郴州小埠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合作， 投资 3 亿元建设乡村旅游综合
项目，包括房屋改造、景观塘、路面拓宽硬化
等。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该村跻身为国家级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现在，阳山村游客络绎不绝，村里休闲
农庄、农家乐如雨后春笋。 环境美了，人气
旺了，经济活了，村民们笑靥如花。 村民何
天财说，游客上门了，自己再不讲卫生就不
好意思了。

尝到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甜头的还
有洋市镇庙下村。 该村有近 600 年的历史，
现存古民居 270 栋， 总建筑面积 5 万平方
米。庙下村引进蜂宝瑜集团等，投资 3 亿元建
设生态农庄。 目前，首期已投入 1 亿元，建设
了特色餐饮、酒店娱乐、蜂产品加工厂、初级
农产品和土特产加工保鲜厂。

庙下古村看戏引来八方游客， 蜂宝瑜生
态农庄休闲远近闻名。 村民们既可在家养蜂
当产业工人，又可到农庄上班领工资。

阳山、庙下等古村落，风景秀美的西水河
和舂陵江畔， 以乡村旅游为抓手打造全域旅
游典范，将桂阳“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品牌擦得更亮，产业振兴、文化振兴闯
出一条成功路子。

据介绍，目前，桂阳全县有休闲农庄 160
余家，其中星级休闲农庄 25 家，带动 2 万多
人就业，去年实现经营收入 14 亿余元。

桂阳自汉高祖始设郡， 至今已有
2200 多年历史。 虽然历经郡、国、监、军、
路、府、州、直隶州、县等不同行政建制，但
桂阳之名不改、治所不移，被誉为“楚南名
区，汉初古郡”。

穿梭在桂阳平阳古城、 七里古街，青
石板上的马蹄印迹历历在目，挑夫们的号
子声犹在耳畔回响。

驱车行驶桂阳乡间， 古宗祠戏台、古
书院、古塔、古桥和古村落建筑群等随处
可见。 全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共 97 处、
140 个点，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37 项。

站在新的起点上，桂阳县坚持“融郴
达江”战略，大力推进县城扩容提质。 力创
全国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全国园林
县城、省历史文化名城，“四城同创”的响
亮号角焕发起 90万桂阳人民建设美丽家
园的无限激情。

近几年， 全县共投入 30 余亿元，用
于城区生态修复、绿化建设提质和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 县城面积扩大至 30 平方公
里，人口达 28 万，桂阳县城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接近 40%，人均公园绿地近 13 平方
米，一个生态宜居桂阳提升了当地人们幸
福指数。

桂阳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筹资近 5 亿
元建设了占地 2160亩的文化园， 包括大
汉郡城、文庙、昆曲馆、博物馆、古戏台及
民俗文化街等仿古建筑，让古郡文化在这
里集中展示。

今年 2 月，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让桂
阳文化园成了“网红”。鹅毛般的雪花铺洒
在气势磅礴的大汉郡城的屋顶上、 城郭
里，美不胜收的照片在网上、微信上刷屏，
吸引县内外游客蜂拥而至。

目前， 桂阳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县城、
省历史文化名城，顺利通过省级卫生县城
复审验收，并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色示范县”“全
国文化先进县”“湖南省县域经济十强县”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全省首批全
面小康达标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示范县”“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
园区”……见证桂阳发展和实力的荣誉纷

至沓来。
一脉相承的千年文明，日臻完善的交

通区位优势， 不断优化的社会人文环境，
日新月异的城乡面貌，不断提升的幸福指
数，让千年古郡焕发出勃勃生机。

桂阳金、银、铜、铅、锌等矿产资源丰
富，矿冶历史悠久，被誉为“千年矿都”。 据
介绍， 西汉时期朝廷在桂阳设立当时全国
唯一的“金官”，唐代全国 99座铸钱炉桂阳
就占 5座。

2017 年 4 月， 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成功入选 2016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它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保存最为完整
的古代炼锌炉，成为“千年矿都”重要历史
见证。

然而，长期以来的粗放开采、低端贱
卖带来的“繁荣”背后，是产能落后、结构
单一、增长乏力、安全事故频发、自然生态
严重破坏。 全县产业主要集中在“一烟一
矿”，结构单一，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弱，后
续发展乏力。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近年来，桂阳县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
“五小企业”实行全面关停退出。 同时，积
极争取省市支持政策，规划建设了有色金
属产业园， 重点发力矿产品精深加工业。
2017 年桂阳有色科技产业园新增落户皓
钰新材料等企业 5 家，一个全省有色金属
产业发展的核心承载地正在加快形成。桂
阳有色金属传统产业迎来又一个春天，正
实现“卖资源、卖汗水”到“卖制造、卖科
技”的嬗变。

不仅如此，桂阳充分发挥区位、交通
和资源优势，大力推进招商引资，进一步

加快转型步伐。 2017 年，桂阳全产业链引
进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园、深粤压铸
产业园，133 家企业签约入园， 成为产业
链招商的成功范例。 目前，家居产业园首
批入园的 15 家企业已陆续开工。

桂阳家居智造产业园建成投产后，可
实现年产值 300 亿元以上， 年创税收 20
亿元， 产业链的成功招商将助力桂阳进一
步摆脱资源路径依赖， 真正走向高质量发
展道路。

桂阳县委书记彭生智介绍，在引进湖

南广东智造家居产业园的过程中，他们坚
持择商选资理念，着力引进高标准、现代
化、效益好的高端智能家居企业。

此外，桂阳县大力促进旅游与文化结
合，做大做强第三产业。 依托宝山悠久的
采矿历史、独特的矿冶文化和丰富的采矿
遗址遗迹，开发建成了全省首个工矿旅游
项目———宝山国家矿山公园。并全力建设
桂阳文化园、舂陵江湿地公园、西河风光
带，实施以阳山古村为主的古村古寨开发
工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旅游圈。

桂阳转型升级澎湃如歌，连续多年挺
进“全省县域经济十强县”。 去年，全县实
现生产总值 385 亿元，同比增长 8%。

5 月 7 日晚， 桂阳洋市镇庙下村雷
氏宗祠里灯火通明、热闹非凡，戏台上传
统湘剧《桂英献宝》精彩上演。“穆桂英”
的一招一式、一字一句，尽显湘剧曼妙，
引来四面八方的观众。

桂阳县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湘昆
的发祥地、全国文化先进县，也是我省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 长期
以来，昆剧、湘剧、祁剧、花灯戏等在这里
薪火相传、争妍斗艳，被外界誉为“戏窝
子”。

宗祠戏台是戏曲演出重要场所。 目
前，全县存有明清宗祠戏台 481 座，可与

“中国戏曲的摇篮”山西的古戏台媲美。
“百座戏台千场戏”是桂阳独有的文

化惠民活动。 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打造
“湘剧家园周周演”艺术品牌，每年送戏
下乡、进社区、进校园达 200 多场。

方元镇燕塘村村民王开任是一位经
济能人，也是一个戏迷。他自掏腰包 100
多万元，购置器乐、戏服，成立花灯戏班，
组织排练剧目，为群众义务演出，剧团小
演员成为桂阳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一花引得百花开。 该县先后涌现出
了洋市镇庙下村湘剧班、 太和镇神下村
祁剧班等 20 余个业余剧团及其他文艺
队伍 200 多支， 逢年过节人们演戏、看
戏蔚然成风。

近年来，该县加大投入，进一步完善
文化基础设施，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
化需要。在县城新建了全民健身中心等，
在乡镇、街道建设综合文化站，还先后建
设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文体小广场、
农家书屋 1000 多个。 全县基本构筑起
城区 10 分钟、中心镇 15 分钟、一般乡
镇 20 分钟的“公共文化服务圈”。

同时，加强对湘剧高腔、昆腔、弹腔
等传统艺术保护， 成立湘剧保护传承中
心。县财政每年拨款用于戏曲人才培养，
排演传统剧目，打造一批精品，推动戏曲
进校园、社区、农村。

目前， 该县已发掘、 整理传统剧目
100 余出，不但排演了《白蛇传》等 50 余
出传统剧目，还打造了《一天太守》《赵子
龙计取桂阳》等新编大戏，文化强县迈出
坚实步伐。

日益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日益
丰富的文化活动，文化惠民催生了全民文
化热。

千年古郡，“四城同创”焕新颜

千年矿都，转型升级激活力
千年民居，乡村振兴抢先机

千年戏曲，一花引得百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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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文化园
大汉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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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阳文化园。

桂阳正和镇阳山村。 欧阳常海 摄

桂阳洋市镇庙下宗祠戏台。
欧阳常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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