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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田园 天下倾心
——— 从北京世园会“湘遇·桃花源”湖南园领悟桃花源天人合一的文化自信

打造文旅融合的新标杆，
坚定桃花源文化的自信

谈到世园会对桃花源的深远影响，常德
市委副书记、市长曹立军表示，常德是陶渊
明笔下《桃花源记》的原型地，被誉为“桃花源
里的城市”。北京世园会湖南馆以“湘遇·桃花
源”为主题，旨在展示湖湘田园风光，再现世
外桃源胜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桃花
源亮相世园会，我们要继续追梦“心中的桃花
源”，推动常德高质量发展。

自世园会开园以来，湖南园的接待人数
已达 10 万多人次。 从桃花源品牌的主题亮
相，到游客争相目睹桃花源的“真容”，无不透
露出东方人对桃花源天人合一文化理念和
价值观的认同。 这让常德桃花源从传统文化
中找到自信，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中找到方向， 从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中找到寄托。

借助北京世园会，常德桃花源如何擦亮
桃花源品牌，坚定桃花源的文化自信？

常德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党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伍彩霞说，放眼世界，桃花源是东方的
理想国；聚焦中国，桃花源与我们追求的中国
梦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度契合。 桃花源因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得名，又是《桃花源
记》的原型地，是文旅融合的天然载体。 要做
好桃花源文旅融合的文章并不容易。 自然景
观和民俗景观不需要转化， 可以原汁原味地
呈现给游客。 而桃花源作为文化景区， 要在
旅游市场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必
须进行一定的转化。 桃花源文化博大精深，
其中蕴含的农耕文化、诗词文化和养生文化
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在这个转化的过
程中既要传承文化的精髓， 做好秦晋年代特
殊背景的活化文章，又要迎合现代人消费的
心理，用现代的表达、时尚的手段，把这些传
统文化和现代人的生活需求结合起来，具化
成产品谱系，让游客快进慢游，在吃、住、行、
游、购、娱中，全身心地体验桃花源文化。

这几年，常德桃花源通过三年磨一剑的
“闭关改造”， 为文旅融合已经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接下来， 桃花源将通过各种民俗和各
类活动，把桃花源的诗词文化、养生文化和田
园农耕文化，用现代的手段传递出去，让文化
从书本里走出来，走进游客的心里，打造文旅
融合的新标杆，唤起人们对农业、农村和农民
的关注，校正人们心灵的坐标。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 ”在
世园会 162天的时间里， 湖南园根据气候变
化适时调整园内盆栽作品和桃花源元素，引
四时之景入园，游人可以在妫水河畔，尽情体
验桃花源景区的田园风光、诗词文化、耕读文
化和养生文化。 在 7月 7日至 9日的“湖南
日”活动中，湖南园还将以“幸福湖南，湘聚北
京”为主题举办多种文旅活动，促进湖南文旅
发展和生态建设国际交流， 向世界展示富饶
美丽幸福的新湖南形象， 传递桃花源天人合
一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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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底的北京，草长莺飞，花红
柳绿。 在北京延庆区，雄伟的长城脚
下，美丽的妫水河畔，妫汭剧场像一
只彩蝶， 在 2019 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 503 公顷的园区中央，振翅欲
飞。 11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20 余个
非官方参展者相聚在一起，见证中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成
果，感悟锦绣中华大地造就的中华民
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共谋绿色生
活，共建美丽家园。

错落有致的场馆，千娇百媚的造
景与湛蓝的天空、逶迤的绿水交相辉
映。 沿着国际馆南行，千年陶令笔下
的“世外桃源”，穿越历史的时空，携
湖湘特色山石、奇珍异草、田园民居，
绘 就 了 一 幅 诗 意 栖 居 的 写 意 画
卷———“湘遇·桃花源”。 走进“湘遇·
桃花源”湖南园，如同陶渊明《桃花源
记》情景再现，动人心弦。

像中国从不吝啬珍稀植物与世
界共享一样，作为陶令《桃花源记》的
原型地，中国常德桃花源也从不吝啬
与世人共享心灵的精神家园。借助世
园会这个国际舞台、“湘遇·桃花源”
湖南园这一载体，桃花源向世界传递
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与文化自信。

桃花源神秘“露脸”，传达湖南人与自然的和谐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
与其他园区敞亮的入口不同，“湘遇·桃花

源”湖南园的“露脸”方式颇为神秘。 湖南园用
武陵山石作屏，石上绿植繁花簇拥，在碧蓝天
空和水雾轻烟的映衬下，宛若仙境。

从洞口入，眼前豁然开朗。 阡陌交通、土地
平阔、屋舍俨然。 沿着一条方石板铺就的小径
前行，山石嶙峋，藤萝摇曳。 一座培育长达 10
年的紫薇造型的清风亭旁边，一片尚未盛开的
桃林让人憧憬着，桃花盛开时芳草鲜美、落英
缤纷的曼妙。 每到春天，千里之外的常德桃花
源十里桃花盛开，百种桃花争艳，万亩桃林妖
娆，人们在那桃粉色天地里，诉说着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的唯美与浪漫。

小径旁边的小湖里，云雾迷朦，颇有“三湘
四水”汇入八百里洞庭的浩渺。 湖面上微波荡
漾，一叶渔舟横斜，意境幽远。 湖中莲叶田田，
浊淤泥而不妖。湖畔兰草鸢尾，随风摇曳。缥缈
的水波轻烟中，武陵渔人身穿蓑衣，头戴斗笠，
唱起了悠扬婉转的渔歌，让人身临其境。

在一幢古朴的湖南新民居湘园居别院里，
桃花源民俗风情表演“楚女出阁”，吸引了无数
游人拍照留念。 循着琅琅读书声而去，武陵书
生虽归隐田园，仍心怀天下。

这样自然生态的艺术造景，深厚的湖湘文
化底蕴，打动了无数游览者。 4 月 29 日，湖南
省副省长陈文浩在巡视湖南园时，看到这样的
景致，忍不住拿出手机拍照，盛赞这里是世外
桃源、人间仙境。 武陵书生手持竹简问：“客从
何处来？ ”陈文浩饶有兴致地对答：“我们从桃
花源来！ ”问答情景令人开怀。

来自山东的园艺设计师杨剑漫步在天人

合一、如诗如画的园中，看到武陵山石、洞庭春
晖、桃源寻梦、湘帘紫雨、五彩椒田、饮水思源，
一步一景，由衷地感叹：“越是自然的，越是生
态的，越是世界的，越是震撼人的心灵！ ”

从事多年园林景观设计的杨剑来自山东
滨州，被湖南园这种自然的布局所打动，尽情
地感受自然生态与人文情怀的呼吸和律动。
“你看这造型精巧的紫薇亭、别致的紫藤曲廊，
花卉植物的搭配，绿油油的稻田，用原木切片
铺设的田间小径，一切都那么原生态，那么自
然和谐。 这种生态的理念是未来造园的趋势。
这种回归田园的大地景观，更是人们追求的生
活方式。 ”杨剑说，这种“桃花源里可耕田”的生
活，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充满感召力的理
想人居。

江苏常州的摄影爱好者陈建伟，把镜头对
准了泛舟湖上的武陵渔郎， 田间耕种的农人，
林中砍柴的樵夫：“这里处处是景， 皆可入镜，
人与自然和谐，令人感动！ ”从 1983 年开始沉
迷于摄影的陈建伟，舍不得放下手中的镜头。

湖南省林业局党组书记、 局长胡长清介
绍，湖南园占地 2450 平方米，以“湘遇·桃花
源”为主线，以陶渊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
“世外桃源”真迹地———中国常德桃花源为原
型，紧扣“绿色生活，美丽家园”的世界园艺主
题，选取湖南特有的物种，展示先进的培育技
术。 所有造景材料都是天然的，没有仿真和人
工材料，以其自然生态的原貌，还原了桃花源
的田园风光；用渔人捕鱼、农人耕种、书生诵
读的生动情景，阐释了桃花源的耕读文化，目
的就是向世界传递湖南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
文明景象。

远离尘嚣，共享桃花源，
种下一亩灵魂之田

桃花源在世园会上成为了“网红”。 开幕
式上，花开蝶舞的妫汭剧场夜空，以《桃花源
记》为主题的焰火流光溢彩，朵朵桃花绚丽绽
放。 无独有偶，陶渊明的故乡江西也以“世外
桃源”为主题打造江西园，由日本著名园艺师
石原和幸打造的“桃源乡”，其灵感同样来自
《桃花源记》。

为什么“桃花源”会在举世瞩目的国际舞
台上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常德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感慨地说：“桃花源是
美好生活的象征， 桃花源的文化理念与核心
价值观， 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和
美丽中国的实践高度契合。 桃花源的品牌无
论是在世园会开幕式， 还是在湖南园的主题
体现， 都说明桃花源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崇
高精神追求，是全球华人心灵的故乡。 ”

徜徉于“湘遇·桃花源”湖南园中，游客不
仅能够欣赏到美丽的田园风光， 更能体验桃
花源里美好的生活方式， 让浮躁的心一下就
静了下来。

“五一”期间，69 岁的北京人白秀明带着
外孙女来到世园会参观， 走到湖南园倏然停
下脚步， 和孙女尽情地体验桃花源擂茶百转
千回的擂制乐趣，久久不愿意离去。白秀明从
天津一所高校退休，平时喜欢唱歌、写字、画
画。“这种慢生活特别惬意，走进这个园子里，
人的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了。 这种桃花源里的
休闲生活，只有沉淀下来才更有滋味，就像这
擂茶磨制的过程一般。 我想让孩子了解这种
文化的传承， 身体力行地告诉她美好生活的
原貌。 ”

白秀明在湖南园的这种体验，源自于桃花
源的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观深度嵌入。湖南园
的运营方常德桃花源旅游管理区通过各类民
俗活动，从桃花源里好耕田、桃花源里好浪漫、
桃花源里好休闲 3个维度，来展现桃花源美好
的生态、美好的心态和美好的状态。

游客进入湖南园， 扑面而来是回归自
然、回归田园的清新。 武陵渔郎、樵夫、读书
人……游人与他们互动， 体验农耕生活，品
读耕读文化。 桃花源借助世园会这个平台，
面向世界征集乡村合伙人， 共享桃花源，让
人回归到乡村田园， 传导出城市反哺乡村、
做现代新农民的价值观，呼应中央提出的乡
村振兴战略。

桃花源善结桃花缘， 这份桃花源里独属
的浪漫， 让无数游客投来羡慕的目光： 年薪
30 万元，征集“最帅农夫最美农妇”情侣。 当
下，那份回归自然、回归本源，你耕田来我织
布，与大地和自然和谐相处，通过两人劳动创
造幸福的朴素爱情观显得尤为珍贵。 桃花源
愿意为这样浪漫、有情调的爱情买单，在这里
流连拍照的情侣也备感温馨有爱。

擂茶是一种民俗， 更是桃花源人传承了
一千多年的生活态度。在常德桃花源，无论走
到哪一家， 都会热情地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擂茶，摆满压桌菜，盛情款待来客。 这样朴素
的生活也很有仪式感， 擂茶擂制的“一见如
故、双喜临门、三生入梦、百转千回、五味俱
全”要诀，不仅传递出桃花源人的待客热情，
更展现了桃花源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活态度。 游客在耕读文化和浪漫的氛围
中，更通过擂茶的擂制过程，体悟到人生的千
回百转、五味杂陈，体悟到人与自己、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髓， 为自己种下一亩
灵魂之田。

湖南园入口神秘而又造型精致，文化底蕴深厚。 卜云 摄

湖南园运营团队与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工作人员合影。 卜云 摄

“湘遇·桃花源”像一幅唯美的水墨画。
卜云 摄

桃花源民俗风情表演“楚女出阁”，仿
佛让人穿越了千年的历史时空。

姜鸿丽 摄

培育长达 10 年的“紫薇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韵味。 卜云 摄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风光
如诗如画。 卜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