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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大美湘西，改善民生、提高人的生活质
量是根本目的。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湘西坚持
以人为本、以民为先。 从百姓最关心、最急迫的
问题入手，大力实施民生工程，不断提升百姓获
得感，点燃了温暖这方山水的“湘西温度”。

这种温度，彰显在生活环境的改善上。尽管
财力不丰，可支持新农村硬件建设，湘西却慷慨
舍得。

芷耳村位于花垣县东南部，距 209 国道约
7 公里， 与吉首德夯景区交界。 平均海拔 750
米，属云贵高原东部高山岩溶区，是典型的喀斯
特地貌。 有“峡谷明珠、瀑布之源”的美称，是自
治州神秘苗乡精品旅游线路上的重要节点。

这几年， 芷耳的美丽乡村建设也进行得风
生水起，乡村旅游设施日益完善。整个苗寨已变
成了一个大公园。

芷耳村第一书记谢祖志告诉笔者， 芷耳村
目前已投入 2000 多万元美化改善村寨环境，
仅一条环村路就投了 1000多万元。

仅 2018 年一年， 湘西全州美丽乡村示范
创建就完成通村通组公路硬化 355公里， 入户
道路硬化 1980 公里，安全饮水工程 362 处，村
庄亮化 9055 盏，停车场建设 152 个，特色民居
改造 10020户。 完成村庄公共区域及道路两旁

的绿化美化 13万余平方米，发动农户参与庭院
绿化美化 5451户。

这种温度，彰显在城乡一体的和谐上。坚持
城乡统筹、城乡同治，保护乡村自然生态，打造
美丽宜居乡村，保留乡土味道，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乡村发展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

这种温度，还彰显在乡村经济的活力上。因
地制宜培育发展农业观光休闲、 乡村旅游、康
养、民俗和农家乐等新业态，用特色产业为美丽
乡村建设增加原动力，努力推动农旅融合。

德夯村距,自治州州府吉首市西郊 20 公里

处，这里山势跌宕，绝壁高耸，峰林重叠。德夯苗
寨内，沿岸筒车、水辗、古渡、小舟，伴以苗家吊
脚楼，一派田园诗情。

矮寨镇党委书记杨帆蓬介绍， 德夯村最具
特色的地方，就是其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有百年路桥奇观、 千年苗寨风情、 万年峡谷风
光。村民早已尝到乡村旅游的甜头， 2017年村
寨就已经整体脱贫。

而永顺的场坪村、 凤凰的菖浦塘村都以栽
种猕猴桃和乡村旅游兴村，古丈牛角山村、保靖
夯吉村则因黄金茶和神秘苗寨旅游而闻名。

这一个个焕发着无穷魅力的特色美丽村
寨，已成为了大美湘西一张张靓丽名片。倚靠着
各自特色产业，正在小康的大道上一路飞奔。

近年来，围绕把湘西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生
态文化公园这一总愿景。 湘西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守护好湘西城乡的每一寸自然肌肤，让湘
西美得自然、美得持久，让老百姓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被誉为“湘西第一古苗寨”的夯吉村位于
自治州保靖县夯沙乡吕洞山下，由夯吉、吉新
组合而成，是一个坐拥九山八沟的美丽苗寨。

寨子依山就势建在穹起的山脊上，栗青色
的瓦房错落在溪流索回、 沟壑纵横的山水间，
充满古朴的乡情野趣。

从空中俯瞰，夯吉苗寨静卧于吕洞峡谷的
怀抱里，有如一个被大山温润的襁褓婴儿。 峡
谷里，一条小溪穿寨而过；山坡上，山体，凹凸
有致，一栋连着一栋的青瓦木屋，随山势走向
纵横排列，栋栋相连，转弯抹角，并无章法。

今年 50出头的龙承道， 是一个朴实的苗
家汉子。 他不仅是夯吉村的村支书，同时也是
湖南苗拳的传承人。 据他介绍，夯吉村有 480
栋苗家木屋。这几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全面铺
开，寨子的建设日新月异。 但只限于对原有苗
屋进行改扩建，水泥墙瓦的现代房屋一律不准
修建。 为保护古老苗寨，寨子里的道路都是用
山上的石头砌成。

在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还是相同的打
开方式，还是原来的苗家味道。 除了重修银光
闪闪的苗寨大门，牛角山下，依山傍水的苗家
古寨颜值如初，在群山环抱下静待游客。

同行的默戎镇副镇长张波告诉笔者，进寨
的道路横穿枝柳铁路， 不符合铁路相关规定。
本来要另新修一条路进寨，但为了不破坏苗寨
的自然环境， 经向国家相关部门反复争取，进
寨老路得以保留。

在保护生态环境，推进大美湘西建设的伟
大实践中，湘西人就是这么“任性”。

于是乎，一大批具有湘西特色的绿色生态
乡村靓丽呈现。 那必村、场坪村、雄龙村、都歧
村等成为了美丽乡村的典范。

在 2017 年全面完成 103 个精品村、300
个示范村的基础上，2018 年， 再次成功创建
100个精品村、300个示范村。 其中，3 个村被
评为全国文明村，6 个村入选湖南省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村，9 个村首次被评为自治州最美乡
村。

远眺有山、推窗临水、开门见绿。已经成为
湘西人舒适生活的一部分。 那山那水那人，那
15426 平方公里湘西大地，被雕琢成了一个个
亮丽的城市“会客厅”。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
力量，民族有希望。

“真不敢想象，村里变得这么漂亮了。 由于
寨子非常干净整洁， 来的游客都不忍心随手丢
垃圾。 ” 家住永顺县高坪乡场坪村的王明花大

姐，谈起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忍不住感慨连连。
场坪村是一个土家寨子，大部分都姓向。放

眼望去， 整个山寨道路干净整洁， 环境清新怡
人。 错落有致的民居外墙上，以猕猴桃、时鲜水
果、烟叶等支柱产业为原形创作的彩绘图案，生
动逼真。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墙、宣
传画、指示牌在村里随处可见。

农户向庭禄家是一栋典型的士家小木屋。
虽没有奢华的家电设备，但整个房屋干净整洁，
地上一尘不染。

随行的县美丽办覃春园主任介绍， 向家木
屋无论什么时候来，都是干净如洗。 场坪村村民
都已养成了良好卫生习惯，民风淳朴，邻里和睦。

山清了，水秀了，花香蝶自来。山村巨变引来
络绎不绝的游客来此观光垂钓、摘果赏花。 整个
场坪村年接待游客 5万余人，收入 80多万元。

近年来，按照“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

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要求，湘西全力推
进移风易俗工作， 让正能量占领农村意识形态
阵地，促进乡风文明。

近年来，湘西还推动了新乡贤文化建设，让
新乡贤成为美丽湘西建设的致富带头人。

家在凤凰县菖浦塘村的周祖辉是个“80
后”，个子不高但精明强干。 周祖辉以前在县城
摆摊做生意。 去年他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回家乡
创业，成立了周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事水
果深加工，带领整个苗寨发家致富奔小康。村里
的水果销售也上了“保险绳”。

泸溪县马王溪村的美丽乡村建设， 同样也
得益于石泽林的回乡创业。 石泽林原在广东打
工， 后回老家建起了陶瓷厂， 并把陶瓷厂的收
益，投入发展乡村旅游。

他们和湘西好人一样，成为了最美湘西人。
据自治州美丽办负责人介绍， 通过美丽湘

西建设，农村乱扔垃圾的少了，搞封建迷信的少
了，打牌赌博的少了，参加公益活动的多了，农
村陈规陋习改变了，乡风文明正在形成。

近年来，湘西人始终把“民族团结”放在心
里，并付诸行动。 各族儿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共建美丽和谐大家园，湘西大地处处
奏响民族团结华彩乐章。

凤凰县菖蒲塘村是一个土家山寨， 位于城
郊结合部，地理位置优越。

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却是个有名的贫困村。 而
今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推进， 该村
已成为湖南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和远近闻名的
水果之乡。

如今，蜜柚和猕猴桃已成为菖蒲塘村两大经
济支柱。 全村水果种植面积 3750亩， 年产水果

650万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 8600元。 2018年，
全村农户年收入达 8万元，九成农户建起了楼房。

据村长滕建平介绍，以前土家族、苗族互不
通婚，再加上寨子穷，本村的土家小伙子娶不到媳
妇，外村的女子一听说是菖浦塘村的，都不愿嫁。

现在村子漂亮富裕了， 很多苗家姑娘都嫁
进了土家山寨， 包括县城里的汉族姑娘都纷纷
在寨里安家落户。 整个寨子土苗汉三族和和睦
睦生活在一起，其乐融融，不分彼此。

同样，在泸溪县马王溪村，民族团结共同奔
小康的故事也成为一段佳话。

马王溪村共有村民 1840人，400 多户。 是
一个汉苗混居的村子， 苗族占 40%， 汉族占
60%。 目前，全村土汉两族同心同德，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正全力进行产业建设和发展乡
村旅游。

去年全村实现经济收入 1.5 亿元， 村民年
人均纯收入达到 2.2 万元，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湘西第一村”。

宜居宜业，才能安心安乐。 大美湘西，已经
成为 300 万土苗汉三族共荣共生的安心之所，
寄托乡愁的宜居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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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内涵 大美湘西最丰满的灵魂

绿色生态
大美湘西最素雅的妆容

社会和美 大美湘西最舒适的温度

互动相融 大美湘西最华彩的乐章

张建平

春分时节，莺飞草长。
行走在北纬 280，湖南最西端。 高

矮不一的吊脚楼和一条条青石板的
小道，无不散发着古朴的味道。

没有人不为这里的美景所动容，
没有人来了就匆匆离开，湘西是地球
上最迷人的风景带之一。

这 是 对 湘 西 的 有 形 认 可———
2018 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功
获批全国森林城市。

这是对湘西的无形认可———以
前， 湘西人纷纷鼓励儿女 “志在四
方”，外出闯事业；这几年，都不约而
同召唤儿女回乡就业创业，其中一条
重要理由就是，“家乡变美了！ ”

近年来，湘西始终坚持以文化为
魂 ，以山水为脉 ，以人为核心 ，土家
族 、苗族 、汉族 ，以及其他各少数民
族，互动相融，绘就了一幅乡愁悠悠、
和谐宜居的城乡新画卷。

永顺场坪村。 永顺美丽办提供

� 泸溪浦市万荷园。 泸溪美丽办提供

吉首市德夯村苗家阿妹。
吉首市美丽办提供

龙山县是土家族发祥地之一。 图为骨架
击非遗传承人田隆信（左二）、杨文明（左三）
表演土家族打溜子。 龙山县美丽办提供

2017 年 9 月 20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各族群众 2 万余人在州文化体育
会展中心隆重集会， 热烈庆祝自治州成
立 60 周年。 秦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