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地区发展旅游容易处于同质化的
误区， 不仅导致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满意
率、回头率大打折扣，也会最终萎缩自己的
旅游空间和萧条自己的旅游市场。

“麻阳长寿文化资源是个宝，在本省及
周边省市，有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独特
优势。”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杨
世勋说，该县充分挖掘好、利用好长寿文化
资源，使之成为支撑苗乡民族文化旅游的擎
天柱。

麻阳自古多寿星，如今寿星更璀璨。 全
县至今拥有 70 岁以上高龄老人 33104 位，
其中 90 至 99 岁老人 2408 位、 百岁老人
47位，连续 11 年百岁寿星数保持并高于国
际通用的长寿之乡衡量评定标准。 早在
2007年， 麻阳就被中国老年学学会命名为
全国首批 3 个“中国长寿之乡”之一。 2011
年，又被授予“中国最美养生栖居地”“湖南
最受欢迎养生基地”称号。

如何做大做强做活“寿乡”这一综合性

金字品牌，拉动全域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
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提出了“生

态苗乡 长寿麻阳” 的长寿文化旅游经营理
念：一方面从破译长寿密码、增加长寿砝码、
牢固长寿底码入手， 不断放大长寿文化现
象、改善长寿高龄老人生活居住环境、建立
健全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制度；一方面大力
培植长寿文化旅游产业，将长寿文化旅游纳
入了湖南省民族文化旅游规划线路， 挤入
“张吉怀精品旅游带”“大湘西全域旅游圈”
建设笼子。

经过 10 年的砥砺打造，使得“天下第
一寿山———西晃山”、“长寿小镇”———高村
镇、郭公坪镇“长寿谷”、大桥江乡“水云涧”、
石羊哨乡“长寿养生温泉度假村”等长寿养
生栖居地建设初具规模，并对外经营开放。

2018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走进麻阳
喝养生水、泡养生泉、吃长寿宴、品长寿果、
游长寿山、练长寿拳、住长寿养生农庄等体
验长寿文化旅游的游客纷至沓来，以切身的

感受盛赞麻阳长寿文化的魅力神韵。
如今，“来麻阳旅游 为生命加油”“长寿

麻阳 常来长寿”等旅游形象，已让越来越多
的外地游客所熟知。一方“养生之都”、“健康
之城”、“康体硅谷”正在 1568平方公里的苗
乡大地闪亮崛起。

(本版图片由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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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阳高照，乡风和畅。
位于麻阳苗族自治县西南边陲的郭公坪

镇郭公坪村湃泥垅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苗族
“回奉节”。

农历十月十五这天， 全寨子的人笑逐颜
开，忙个不停，身着苗族盛装的妹子站在村口
齐声唱起敬酒歌，喜迎一拨拨进村“过节”的游
客;村里农家用木板摆起了糍粑坨坨，一些游
客正将糍粑坨捏成圆粑粑，或举起槌子舂起冒
着热气的糍粑来; 村中池塘边的文化广场上，
歌舞翩跹，人头攒动，来自周边村寨的农民花
灯队、舞蹈队的表演精彩纷呈。

这是麻阳苗族群众每逢农历冬至前后过
苗年的一幅活态剪影，也是该县近年依托特有
的节庆文化资源赓续打造的民族文化旅游业
态的一个生动写照。

改革开放 40 年来， 麻阳苗族自治县伴随
着新时代前进的鼓点，紧跟着新湖南发展的步
伐，以民俗节庆文化、长寿养生文化、特色农业
文化、民间艺术文化为代表的苗族文化旅游正
方兴未艾，奇葩盛绽，成为苗乡经济发展的新
增长极。

2018 年，全县实现旅游收入 2.02 亿元，
从 1978 年的零收入跃进到以每年 10%的增
长速度。 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也促进了生
态、社会、民生效益的互动、良性和协调发展。

眼下的麻阳， 呈现出一幅铺洒生态秀美、
社会和谐、民生安康、文化兴盛诗情画意的美
景，就像初夏盛开在锦江两岸的柑橘花，心怡
着前来苗乡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健康养生人
们的肺腑。

地处湖南西部的麻阳，素有“苗疆前哨”
“武陵码头”“湘西咽喉”之称。

麻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
源丰富、风光旖旎、民族风情浓郁，是中国盘
瓠文化发祥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滕代
远故里、湖南省革命老根据地、“湘西第一支
部———中共麻阳特别支部”诞生地；有“中国
长寿之乡”、“中国冰糖橙之乡”、“全国生态
示范县”、“全国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湖南省水
果之乡”等诸多美誉。

以前，麻阳由于交通、经济等一度滞后，
这些具有麻阳特色、地方优势的旅游资源不
是束之高阁、藏之大院、就是养在深闺、躲在
老屋，未能被外界所知晓。

“旅游要发展，规划须先行。 ”县委副书
记、县长李仕忠介绍，做好旅游发展规划，必
须立足麻阳的自身优势， 做好民族文化文
章，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经过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 麻阳发展旅
游的优势已日渐凸显。 首先， 已经形成地处
209 国道、354 国道、焦柳铁路、包茂高速公
路、 张吉怀高速铁路交会点的交通条件日益
便捷；其次，融入怀化、吉首、铜仁 3大地级城
市半小时经济圈中心点的区位优势更加突
出；第三，武陵山片区集中连片开发扶贫政策
的及时赐予， 让植入乡间沃野的民族文化资
源有了呼之能出、出之诱人的良好契机。

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从中国旅游研
究院、同济大学、湖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
校聘请专家、学者前来麻阳实地多次考察论
证，摸清家底，前瞻规划，编制出《麻阳苗族
自治县旅游发展“十三五”规划》《麻阳苗族
自治县民族文化旅游近中远期发展详规》以
及民俗旅游、乡村旅游、山水旅游、田园旅游
等子规划，明确定位麻阳发展全域旅游必须
打民族牌、举长寿旗、走特色路，形成以盘瓠
文化为核心、以长寿文化为品牌、以冰糖橙
等特色农业文化为辐射的麻阳民族文化旅
游发展体系。

“麻阳的旅游终于从一张白纸绘成了一
幅可圈可点的图画。 ”这是无数目睹麻阳旅
游一步步发展的人们发出的共同感慨。

周遭山峦起伏，一湾溪水平流，茂树古
木环绕农舍，洞泉响彻峡谷悠涧。

一条环溪而行的新建公路， 直接通往
郭公坪镇长寿谷村。 长寿谷村有休闲养生
天然氧吧之称，来这里居住、养生的“候鸟
人”逐年增多，远的来自内蒙古、山东等地，
近的来自周边凤凰县、铜仁市碧江区等地。
旅游人气的兴旺自然得益于交通、 民居等
旅游设施的不断完善。

近年来，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通
过建立县乡联动、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工
作机制，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群众参
与”的开发方式，有效整合交通、农业、水利、
文化等部门财政资金， 先后投入 18亿多元
用于推进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厕
所、游步道、宾馆、农庄、文化广场、非遗传承
展示馆、 旅游标识等旅游设施设备建设，完

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配置。
同时，借助文化旅游扶贫项目、县庆项

目工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古镇古村
建设等项目建设，完成了县城临街房屋苗族
风貌改造、35 个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滕代远
故居—纪念馆修缮、文名山森林公园、民族
风雨桥、锦江廊桥、城东广场、长河森林公园
等一批民族文化地标建筑、 旅游景观的新
建、改建、扩建工程，不仅夯实了全县民族文
化旅游的基础条件，也进一步浓郁了旅游民
族文化氛围，强化了民族文化旅游形态的呈
现。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现在，不论是走进
县城，还是步入古镇古村，处处都能感受到
一股股苗家气息扑面而来。 ”在扩建竣工的
省级森林公园———文名山森林公园，市民段
晓珍感慨道。

“月月有节，节中有节”“大节月月有，
小节三六九”。 说的是苗族节日文化习俗的
特有属性。

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民族民间节庆文化，
集中体现了苗族文化传统，折射了苗族经济
形态、生活形态、自然环境、文化观念以及物
质、精神习俗，堪称一部活态、立体的苗族文
化“百科全书”。

据了解， 从五月初一开始直至五月十七
结束的“五月盘王节”，为全国独有、世界罕见

的麻阳苗族端午习俗，于 2006年入选湖南省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具有 700
多年传承历史的麻阳苗族饱冬节 (过苗年)于
2011年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而
过社、四月八、六月六、双中秋节、九月半等传
统节日更是内涵别致、形态多样。

这些节日文化资源无疑是激活民族文
化旅游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县政府利
用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通过节庆搭

台，使得以花灯、傩戏、高腔为代表的民间歌
舞文化，以现代民间绘画、传统根雕、木雕、
纸扎等为代表的民间艺术文化， 以武术、趴
刀梯、穿火圈、舞龙灯等为代表的民间健身
游艺文化，融入、参合、渗透到多姿多样的节
日文化园林， 走上独具神韵的节日文化舞
台。

该县坚持每年春节举办全县广场民俗
文化展演，引导 324支民间文艺团体举办龙
舟节、四月八、六月六、回奉节、饱冬节等自
发性民间文艺活动，成功打造了“春节民俗
文化广场大家乐”、饱冬节、回奉节等节日文
化品牌，让苗族节庆文化呈现从单一走向综
合、从民间走向市场、从个体走向集群、从自
娱走向互动的良好态势。

节庆搭台舞活民间文化旅游龙头。
如今，麻阳石羊哨乡的四月八、锦江河

沿岸乡镇的盘瓠龙舟节、郭公坪镇长寿谷村
的饱冬节、谭家寨乡楠木桥村的民俗文化节
等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重要“吸引器”。

2018年，该县节庆文化旅游收入达 1亿
多元，再创历史新高，占去全县旅游总收入的
“半壁江山”。“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
民间绘画之乡”“湖南省盘瓠文化研究基地”
“湖南省书法之乡”“湖南省武术之乡”等一个
个饱含文化色泽的招牌，越发光彩照人。

清泉潺湲，激活一池春水；山花烂
漫，弥漫一域秋香。

近年来，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县政
府还着力将民间民族文化旅游融入“农
旅结合”“乡旅结合”“旅游 +”的发展链
条，催生出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
游共生互动的良好局面。

该县通过连年举办冰糖橙、富硒黄
桃、刺葡萄等具有麻阳独特农业内质的
采摘文化节，荷花、油菜花、稻花等田园
风光观赏文化节，培植了楠木桥、椒林、
宋家湾、 大溪等 12 个农业特色休闲旅
游胜地，既有效促进了民族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也有力带动了民族文化旅游
的延伸发展、多态发展，拉动了住宿、餐
饮、民族工艺产品、农业特色产品、苗族
医药等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如今， 受益于民族文化旅游开发，
在家门口直接从事餐饮、 歌舞表演、纸
扎绘画、苗医药康体养生、水果水产种
养销售等产业的苗族群众达 20 多万
人，每年人均创收 3万多元。

印有民间绘画的酒瓶堪称一幅绝
佳艺术品，缀着盘瓠图腾的土碗宛如一
件最美工艺。经过民族文化符号的注入
渗透和包装，麻阳各类特色产品的文化
附加值得以大幅增加。麻阳“锦江泉”酒
的身价日益提升，“麻阳柑橘”“麻阳白
鹅”“麻阳小籽花生”荣获“中国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麻阳柑橘”还荣获“中国
驰名商标”，跻身国家级名优食品序列。

以冰糖橙、黄桃、金秋梨、富硒刺葡
萄、 红心猕猴桃等为代表的水果产业，
已成为麻阳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
麻阳民族地方旅游产品的重要业态。
“到麻阳的橘林， 你可一边尽情地采摘
冰糖橙，也可一边开心地与苗家姑娘学
唱山歌、学跳花灯，收获的是物质与精
神的双重甜蜜。 ”时值初冬，正是麻阳冰
糖橙开园启摘的时节，来自重庆市的柑
橘收购商黄启发开心地说。

咬定旅游不放松， 一任接着一任
干。“将继续以‘奋力投入一极两带 建
设生态长寿经济强县’ 战略为引领，打
通旅游发展瓶颈，补齐旅游发展设施短
板。 ”谈及发展麻阳民族文化旅游业，县
委书记李卫林颇有信心：“让民族文化
旅游成为麻阳各族群众的永续致富产
业， 成为麻阳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推
手。 ”

规划引领：
立足特色擘画旅游蓝图

节庆搭台：民间文艺舞活旅游龙头

差异发展：长寿文化擎起旅游天柱

“旅游 +”法：
民族文化旅游渐成富民产业项目带动：整合资金夯实旅游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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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阳楠木桥村
富硒刺葡萄丰收。

麻 阳 洞 溪 村
新农村建设美景 。

麻阳锦江河风光。

蜚声中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麻阳民间绘画。

麻阳山环、水绕、人家。

麻阳生态锦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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