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18 年 5 月 10 日起，桃花源景区执
行新的景区门票价格， 即由原来的 180 元 /
人，调低至 128元 / 人（仍为 3 日内有效），下
调幅度约 30%，成为湖南省首家率先降价的
重点景区。

“降的是门票、 提的是品质、 暖的是人
心”。桃花源“降价”，不是小脚女人走路，而是
快步劲走。“降价”让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可谓
精神物质等“多收了三五斗”。多年来，居高不
下的门票经济阻挡了广大民众的出游脚步。
桃花源景区大幅度降价，大手笔惠民，让人们
能以更优惠的方式共享优质旅游资源， 无疑
会让桃花源这块金字招牌更加闪闪发亮。

桃花源“降价”，谱“惠民”新篇。
正是因为这样的气度，桃花源，一个个国

家级名片接踵而来。
2018 年，桃花源旅游接待人次突破 210

万，旅游综合收入 8.2 亿元。 截至 2019 年上
半年，旅游接待人次 178.98 万，旅游综合收
入 6.34亿元。

北京世园会上，陶小桃、鹊喜喜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并带动了一系列旅游文创产品：
小陶家的菜园子在常德乃至长沙蔬菜连锁门
店设立专柜销售，供应企业、学校食堂等专供
产品系统已全面运行；招募的“最帅农夫”，通
过短视频，传播了桃花源的美景、美食、美物；
擂茶文化节， 家家户户把祖传的制作方法展
现出来，让游客感受擂茶的文化和美味；电视

上，十几米长的萝卜条成了一道奇观；擂茶伴
手礼也随着美味一起向全国乃至海外销售；
开启乡村旅游模式，游客走进了山村农户；乡
村合伙人正以极大的热情推动桃花源的农产
品开发……

桃花源区管委会成立一家公益扶贫专业
合作社，销售扶贫产品和发展扶贫产业，合作
社将全区贫困户吸纳进来， 从产品销售中获
得收益。

桃花源里欢喜桃、一鸣惊人未婚鸡、载歌
载舞开心鸭、溪水漫游休闲虾、陈年老酒桃花
酿、桃花源里（动物）演员蛋、有故事有情怀的
旅游文创商品让人耳目一新。 全域文创体系
初具规模， 超级旅游农业文创 IP 闪亮登场。
多数农副产品都来自当地贫困农户， 扶贫产
品展销中心在全区内已达 11 处，已成为旅游
购物必达场所。

农民在山间、田地、演绎场、合作社穿梭，
心里踏实了，收入增加了，快乐也多了……

至此，一个强创意、全覆盖、多层次的旅
游扶贫格局已然形成。

桃花源， 走出了一条独具魅力的旅游扶
贫之路！

“起源于农耕、 活用于共享、 落脚于旅
游”，桃花源用旅游发展带动精准扶贫，让当
地农民拥有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桃花源”
正向世人展示它富足、 友善、 美好的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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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枫迎秋，硕果累累。
时光回流， 山为灵魂水为血脉的桃花

源，却有与之不相称的生活与旅游。几年前，
每年来桃花源的游客不足十万人。发展面临
困境，百姓渴望富裕。 桃花源，该何去何从？
“人间天堂·世外桃源”的那道光如何才能照
亮现实？

“减贫脱贫，创业增收。 ”忽如一夜春风
来，突围“美丽的贫困”号角从前方传来。 近
年来，依托桃花源景区的资源优势，以旅游
项目带动就业，以旅游产品实现增值的扶贫

攻坚战就此打响。
正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党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伍彩霞所说：“桃花源是美好生活的
代名词和象征，在这里生活的每一个老百姓
一定要快乐幸福，绝不让一个桃花源人在脱
贫致富的路上掉队。 ”

几年弹指一挥间，敢教日月换新天。全区
立足旅游资源， 着力推动旅游和扶贫的精彩
互动、深度融合，年接待游客 200 多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8.2 亿元。 一个个曾经的贫困
户，有的成为了河流剧场的演员，有的成为了
文创产品的工匠， 还有的成为了桃花源里的
创业者———

———常德桃花源“旅游扶贫”拓新路

3年前， 桃花源景区打造大型溪流漫游
实景演出项目《桃花源记》，以桃花源人渔樵
耕读的原始劳动生活为主要元素，还原陶渊
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之绝美景象。

1600多年来，传闻不断，秘境难寻，《桃花
源记》所描绘的世外桃源中，武陵渔郎是否一
直在泛舟撒网？ 桃花小妹是否依旧在绣花纳
鞋？答案无从知晓。但无论光阴走了多远，如今
的桃源百姓们，一同在夜晚唱响秦溪的捕鱼歌
谣，把日子过成了桃花源记———

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持竹竿，还有肩
上的鸬鹚。“我看起来像不像武陵渔郎？ ”彭
民强说着笑弯了腰。 彭民强是桃花源管理区
居民，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养鸬鹚，白天干
农活，晚上捕鱼，收入仅仅只能糊口。 2017
年，山水盛典演绎公司邀请彭民强参演《桃
花源记》，每晚演出费 150元。 彭民强做梦都
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聚光灯下的一名演员。

“卷起裤脚，走忙忙，肩背麻网下河江，
瞄准水浪就下网……”秦溪舰队，准备起航！
“开船咯———”萧缤作为《桃花源记》的船队
队长，是当地一名理发师，他每天晚上都会
放下自己的理发剪，带领四面八方的游客寻
找世外桃源。“唉———”泛船经过老水溪桥，
桥上的当地老百姓欢呼船上的游客。40多岁
的萧缤跟游客笑道，“看！ 那个就是我老婆，
她每天都会在桥上看我。 ”

瞧，那边“芳草鲜美”的河岸上，有一位身
着古装、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牧羊人。 这位牧
羊人便是桃花源镇清江铺村贫困户刘明祥，因
年幼时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残疾， 长期以
来， 他一家三口住在祖辈留下的破旧老屋里，
靠养羊和种田维持生计，一年到头手上没有富
余。 刘明祥非常珍惜参演《桃花源记》的机会，
每晚 2-3 场演出，他全力投入，不知疲惫，还
把儿子叫来帮忙。父子俩和羊群每晚都有 143
元的出场费。“以前，我每天都要用拖拉机提前
把羊运到景区。 现在好了，景区给我就近安排
住宿，还搭建了羊圈，方便多了。 ”刘明祥告诉
笔者， 每年能在家门口轻松挣个 3万多元，格
外知足。如今，家里的新房即将竣工，他笑得眼
睛眯成了缝。

……
近年来，桃花源旅游管理区依托桃花源景

区资源优势，以旅游项目带动就业，走出了一
条旅游扶贫的新路子。 仅《桃花源记》实景演
出， 就为当地群众创造了近 400个就业增收
的工作岗位，3年来，先后有 1200多人次参与
了演出运营。 其中，通过参演或向剧组提供动
物演员饲养服务等项目，实现稳定脱贫的累计
到达 100户。 今年 8月，该演出项目又吸纳建
档立卡贫困户 35人进入演员队伍。

桃花源盛典演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剑峰介绍，《桃花源记》演职人员 95%都是
本地人， 许多人通过参与演出实现了脱贫。
受众对象还建立了一种与桃花源文化相适
应的对待劳动生活的全新态度，获得物质和
精神基础的双丰收。 看到脱贫效果如此明
显，张剑峰坚定了“演艺扶贫”的策略，“我们
会用演员轮换的方式， 帮助更多的困难村
民。 目前景区正在打造秦溪两岸生态田园剧
场，项目将为更多村民提供创收机会。 ”

市文旅投集团、古镇公司、酒店、餐饮，
也纷纷加入这种扶贫就业中，贫困人口的数
量在持续减少，收入在不断增加，他们在工
作中给游客提供舒心的旅行；游客来到桃花
源，看到了他们幸福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悦，
也享受了桃花源的美好旅行……

悠长的小巷道，溜亮的青石板，雅致的古
镇楼，清澈的沅江水。 9 月 18 日，桃花源镇游
人如织，贫困户文国华山货摊里的土鸡蛋、野
生蜂蜜、小南瓜成了俏货，扫微信、数钞票，一
个上午就收入好几百元。 文国华笑了：“今年
完全可以摘掉贫困帽子!”

这一切源于近年来桃花源景区全新升级
开门纳客。 景区覆盖桃花源镇和桃仙岭街道，
17 个村（社区），景区开门，带来交通改善、环
境变美， 带动万余人参与就业。 文国华说，村
里有一半村民返乡家门口务工， 做景区保安、
保洁、演员，收入一点不比外面打工少。

位于桃花源镇清江铺村的双湖花果专业
合作社里，一筐筐红福果桃也瞬间卖光了。 该
合作社的水果种植基地根据季节不同分别种
植了果桃、杨梅、桑葚、葡萄等品种，种植面积

近 2000 亩， 其中果桃采摘延续到了 8 月下
旬，合作社采用公司 + 农户的模式，吸收了周
边贫困群众加入。

游沅江、品美食、逛景区、买农副产品……
9 月 15 日，来自长沙的近 300 名“送客入村”
游客首次来到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桃仙岭村，
短短一天的乡村旅游体验， 游客们个个满载
而归，心满意足。蜂蜜、桃胶、菜籽油、金贝贝南
瓜、擂茶、桃花酒、莲子等 20 多种纯天然绿色
食品，全部都是贫困户自家种植或采摘，部分
商品被到场的游客纷纷选购一空， 还有的游
客记下了农户电话准备继续订购。

据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党委委员、 管委会
副主任龚杰介绍：“近年来，桃花源重点打造以
现代农业种植养殖、休闲观光体验、康养旅居
文化等主导的现代乡村旅游产业， 通过核心

景区带动周边乡村旅游发展，鼓励贫困群众自
力更生搞生产，街道助力搭平台找销路，从而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 ” 预计年底，仅桃仙岭旅游扶贫乡村
旅游线路可接待游客数量突破 1 万人次，直
接拉动当地消费近 500万元。

作为“一线总指挥”，伍彩霞勉励桃花源干
部进一步打响桃花源乡村旅游这一品牌，通过

旅游扶贫消费扶贫带动贫困群众创业、 就业，
实现贫困群众稳定收入， 用干部的辛苦指数
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8年以来，3个贫困
村全部摘帽， 贫困家庭户均增收 4000元 /年
以上，贫困人口满意度达到了 100%。截至 2019
年 7月， 全区 522户 1654人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通过旅游产业的带动与发展成功实现脱贫。

文旅融合 致富扶志新路径

惠民红利 托起百姓新梦想

富民升级 风景变成“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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