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花源擂茶宴颇受游客欢迎。 桃花源古镇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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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文脉，荟萃传统文化精华
桃花源始建于晋，初兴于唐，鼎盛于宋。 自

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问世，桃花源声名鹊起，
誉满中外。

文章描绘的避秦绝境， 正与沅水之滨武陵
郡桃花源吻合， 被历代文人雅士作为“世外桃
源”原型推崇。《辞海》《词源》唯一添加注释的
《桃花源记》原型地即在湖南常德。

千百年来，这方沃土文人骚客咸集。“诗豪”
刘禹锡为桃花源留下了历史上第一方诗文碑
刻———“桃源佳致”碑，如今依然矗立在五柳湖
最北端。 此外，孟浩然、王昌龄、王维、李白、杜
牧、韩愈、陆游、苏轼等都在此留下诗文墨迹。

追随文人的足迹，探访桃花源古建筑，令人
叹为观止。

桃花山高阁巍举， 山间溪岩秀丽， 落英缤
纷。这里荟集了 15处国家级和 1处省级文物保
护建筑。 碑廊里存放了唐朝以来在桃花源出土
的 17方古诗文碑刻，刻有王维、王昌龄、杜牧等
诗人描写桃花源的诗词。

寻访桃源山，山中有水府阁、桃川万寿宫、
桃川书院三大建筑群落。水府阁始建于明代，登
上高阁，俯瞰沅江，旖旎风光尽收眼底。 桃川万
寿宫，是中国古代四大道教圣地之一，宋徽宗曾
钦赐御书“桃川万寿宫”匾额。

时光流转千年，桃花源兼容并蓄，融合中国
传统农耕文化、诗词文化、道教文化等于一体，
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大观园， 先后被评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成为越来越
多人前来休闲度假的人文、山水胜境。

文旅融合，讲好“世外桃源”故事
2019年桃花源文化旅游节期间，游客们不

仅可品一桌擂茶盛宴， 尝一壶桃花清米酒，宿
“青竹峪”特色民宿，也可在五柳湖尽享文化之
旅，夜游秦溪做一回“武陵渔郎”。

近年来，“闭关修炼”后重新亮相的桃花源，
坚持文化自信，深挖文化内涵，不断优化旅游供
给，丰富旅游业态。 2018年，桃花源新开发旅游
产品十余个，包括灯光嘉年华、月下秦谷等夜游
产品，“快乐童趣”“桃花源里学国学” 等研学产
品，传统婚嫁习俗、农耕文化等体验产品；联合
省内外旅行商推出了“对话梅帅元”“寻迹桃花
源”等精品线路 13 条，接待省内外游客占比由
9:1提高至 5:5。

“文化是桃花源的灵魂，今年旅游节更加注
重文化的活化转化。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党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伍彩霞介绍，比如，擂茶是当地
待客风俗，也是一种具有风土人情的慢食，经过
提炼发扬把朴素的日常生活变得有仪式感，游
客喜欢，百姓也能从中受益。

2018 年，桃花源与故宫、布达拉宫、莫高窟
等景区一道入选中国文化景区十大品牌， 荣膺
全国最佳自然生态旅游景区， 入选全省首批研
学基地、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等。

“桃花源品牌愈发闪亮， 旅游市场逐年翻
番，优质项目纷至沓来。 ”常德市副市长涂碧波
表示，本次节会作为招商引资平台，将促成一批
项目签约。同时，将举行桃花源境外推广运营中
心授牌仪式，签订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送

客协议，促进境外营销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桃花源文化旅游节同

期， 世界园艺博览会即将在北京开幕， 湖南省
委、省政府以“湘遇·桃花源”命名湖南展馆，助
力桃花源品牌走向世界。

振兴乡村，探索“共享桃花源”
3 月初，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汤家山村，“归

园居”农宅合作社 6名成员家里已焕然一新。
“这个月，民宿将在携程等旅游服务平台上

线，正式开门迎客。”合作社理事长张小桃介绍，
该合作社将用市场化的思路，把“归园居”打造
成品牌。

2018 年，桃花源镇汤家山村被列为全省首
批农宅合作社试点单位。“依托合作社发展乡村
旅居， 是盘活存量资源和闲置资源的有益尝
试。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伍彩霞介绍，该管理区以打造全省最具特色、最
具品质的民宿产业集群为目标， 对试点区土地
利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等进行全面设计，投
入约 3000 万元推进试点建设， 完成村居综合
服务平台等民生项目 40多个。

农民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乡村才能实现振
兴。 盘活桃花源世界级文化资源、 乡村闲置资
源，才能撬动乡村经济新空间。

2018 年，桃花源立足全域，在不断夯实农
业产业基础的前提下，创新推出全链条覆盖的
“共享桃花源”全域产业模式，整合景区及周边
乡村闲置资源，通过名人共享、农事共享、民居
共享、文创共享、美食共享、欢乐共享等 6 大途
径，让游客通过有偿共享，体验桃花源田园新
生活。

2018 年，桃花源发展旅游住宿、文创商品、
旅行社等产业实体近百家， 产业链和辐射面大
幅延伸；解决就业 1300 多人，吸引 300 多名在
外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就业， 居民人均收入同比
增长 9.4%。

落英缤纷处，芳草鲜美时。 伍彩霞表示，文
旅融合是桃花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桃花源将立足创造有价值的文旅产品，把文化
和现代社会消费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勾画文旅
融合新景， 让游客体验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让桃花源文化的源远流长变成游客的心驰神
往。

——— 中国桃花源开启文旅融合新篇章
思 辑 李 宁

万亩桃林，落英缤纷，两山一湖，阡陌交通。春日的桃花源，泥土散发着阵阵芳香，百种桃花次第绽放，好一派田园山水风光！秦谷内，

人们采茶擂茶、斟酒设宴，盛情邀约四海宾朋。

2019 年桃花源文化旅游节暨春耕开犁典礼，将于 3月 30日在常德桃花源开幕。 中国常德桃花源———全球华人心灵故乡，一幅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展开来。

一、《辞海》《词源》有话说
常德桃花源是《辞海》《词源》注释的《桃花

源记》唯一原型地。
《辞海》1301页“桃源山”条目：“桃源山在

湖南桃源西南。下有桃源洞，又名秦人洞，白马
洞，相传是东晋陶渊明所记桃花源的遗址。 ”

《词源》第二册 1569 页“桃源”条目：“桃
源，汉临沅县地，属武陵郡。 隋唐属武陵郡地。
宋乾德（宋太祖赵匡胤年号 963 年—968 年）
中析置桃源县，以其地桃花源而名。 ”

《辞源》第二册 1570 页“桃花源”条目：
“桃花源既桃源，见桃源条目。 ”

中国教科书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材中《桃花
源记》注释：“古时武陵郡位于湖南常德一带。 ”

二、“武陵郡”有话说
《汉书·地理志》记载：“武陵郡，高帝置，莽

曰建平。 属荆州。 ”在安帝隆安四年（400年），
陶渊明曾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留下
诗句“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三国、两晋、南北朝，桃花源均属武陵郡沅
南县。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朝廷把有名胜
古迹桃花源的沅江中下游两岸地域从武陵县
析出，另置一县，并以“桃源”为县名。

三、建筑遗存有话说
桃源观（宋时更名为桃川宫），是中国古代

四大道教圣地之一。 据《常德府志》（嘉靖牌）
载：“桃川宫，晋人建。 ”清乾隆十八年（1753），
桃源县令屈宜伸曾主持整修。 至今悬挂的“桃
川万寿宫”牌匾为宋徽宗亲笔御赐。

方竹亭修建于明朝万历十八年， 是桃花
源现存最古老的建筑。 原名叫做“桃川八方
亭”， 后来因为亭后有片独特的方竹而更名为
方竹亭。

水源亭始建于元，原本为木质结构，后来
自然倒塌。 明朝嘉靖年间，常德知府林应亮在
此重建，并在对面的岩壁上题下了一方“洞口
长春”的石碑。

建于清光绪十八年的御碑亭，亭子里面的
石碑上刻的是清朝乾隆皇帝的两首诗，乾隆皇
帝并没有亲自来到过桃花源，但是他读过陶渊
明的《桃花源记》后，对这里非常向往，于是圆
明园内辟有仿桃花源景致的“武陵春色”，并题
诗两首寄寓对桃花源的向往之情。当地官员便
把这两首诗刻成石碑放在了桃花源里，并修建
了一个亭子保护诗碑，所以取名“御碑亭”。

桃花山 15 处古建筑形成的古建筑群，是
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唯一以桃花源古建
筑群命名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名家墨宝有话说
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被贬朗州（常德）任司

马时，曾常到桃花源游览，写有长篇歌行《八月
十五夜桃源玩月》《桃源行》等诗作，并题有“桃
源佳致”碑刻。

据记载， 唐朝来过桃花源的名家多达四
五十位。 有孟浩然、张旭、王昌龄、王维、李白、
刘长卿、韩愈、王建、刘禹锡、杜牧、李群玉等，
均留下墨宝。

桃花山集贤祠以奉祀先贤而命名， 祠堂
正面壁上嵌有清咸丰年间石刻《桃花源记》。

五、陶氏子孙有话说
据史料记载，陶渊明为浔阳紫桑（今江西

九江）人。 潜公有五子，分别为舒俨、宣俟、雍
份、端佚、通佟。 长子陶舒俨的后代璋公与兄
弟珙公一起，于明朝永乐二年举家迁往湖南。
据统计，璋公、珙公迁至常德 600 多年以来，
陶氏子孙已经繁衍生息至 1 万多人。 渊明祠
为清代所建，内立有陶渊明石像，每年清明节
陶氏后人皆前去祭拜。

（李 宁 思 辑 整理）

心中的桃花源
便是此间桃花源
中国常德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桃

花源记》所描述的“世外桃源”真迹地，有
史为证、有据可查、千年传承。

桃花源世界桃林
博览园种植果 桃 约
50 个品种。

游客体验采茶乐趣。

桃花源里赏桃花。

“诗豪”刘禹锡为桃花源留下了历
史上第一方诗文碑刻———“桃源佳致”
碑，如今依然矗立在五柳湖最北端。

● 秦谷春耕开犁典礼
在桃花广场主会场实景演出《春耕开

犁典礼》，在秦谷分会场举行迎春、祭谷、
春耕开犁典礼。

● 国潮活动秀出新时尚

桃花源联合全省各大高校开启的“国
潮女生旅游形象大使评选活动” 正在火热
进行中，将选出前 12名作为桃花源国潮女
生年度形象大使。 同时，由湖南卫视《声入
人心》主创团队创作的国潮新民乐《桃花源
记》将在桃花山唱响，千古美文与新民乐智
慧“碰撞”，将会呈现一道靓丽风景。

● 桃花源旅游目的地 IP形象发布

开幕式上正式发布桃花源旅游目的
地 IP形象“陶小桃”与“鹊喜喜”。

● 聆听来自心灵故乡的声音

常德音乐旅游广播 FM93.1将在开幕
式上首发， 第一时间聆听来自心灵故乡的
声音。

● “梦圆桃花源”福彩全国首发

中国福彩发行中心将在桃花源举行
“梦圆桃花源” 即开型福利彩票全国首发
仪式，助力桃花源布局全国宣传。

● 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展行业风采

300位中外合作伙伴和旅行商将共聚
桃花源，为中国桃花源海外运营中心授牌，
这标志着桃花源走向国际迈出坚实一步。

● 配套活动异彩纷呈

3 月 30 日下午，桃花源汉服创意跑
邀您一起穿越桃花源。 31 日上午，国潮
新时尚·桃花源里好课堂正式开班，首期
将有中南大学吕锡琛教授在桃川书院带
来《以内乐外，心有桃花源———道家思想
的当代启示》课程。 3 月至 5 月期间，桃
花源还将举办万亩桃林赏桃花、 秦谷农
耕体验季、五柳湖水上表演、湖南省民俗
文化摄影展、 卡通风铃艺术节等系列活
动。

2019桃花源文化旅游节亮点纷呈

2019 年桃花源文化旅游节暨春耕开
犁典礼将于 3月 30 日在桃花源旅游管理
区举行。 本次活动以“世外桃源·休假胜

地”为主题，主体活动在桃花源景区桃花
广场拉开序幕， 同时设桃花山桃花林、秦
谷两个分会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桃花源旅游目的地 IP 形象“陶小桃”
与“鹊喜喜”。

千年 芳草鲜美时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