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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日前， 我省遴选出了 2019 年湖南省十
大特色文旅小镇。

特色文旅小镇是指以文化为内核， 以旅
游为载体，以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为支撑，
文化特色突出，地域风情浓郁，拥有较强旅游
吸引力和辐射带动效应，具有典型性、
示范性、 引领性的文化旅游地域
综合体。

为确保特色文旅小镇遴选质量， 遴选结
合湖南省实际，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以正在
创建的 62 家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为基础，
从文化内涵、品牌影响、文旅融合、产业发展、
服务建设、管理机制 6 个方面进行。经市州推

荐、研究初审、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现
场考察、专家评审、省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研究等程序，确定了我省首

批特色文旅小镇候选名单。 9 月 9 日，省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省首批十大特色文旅
小镇， 分别是浏阳市文家市镇、 永顺县芙蓉
镇、洪江区古商城小镇、望城区铜官小镇、通
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岳阳县张谷英镇、龙山
县里耶镇、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桃花源镇、长沙
县果园镇、新化县水车镇。

建设特色文旅小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省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 将十大特色文旅

小镇文化和旅游综合收
入由 2018 年的 100 亿元
左右提高到 300 亿元， 把特色文旅小镇打造
成湖南文化和旅游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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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文家市镇
地处湘赣两省四县交界

处，历史遗迹众多，红色资源丰
富。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
义部队在文家市胜利会师，开
辟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
政权”的道路。 小镇内有 4A 级
景区胡耀邦故居和秋收起义文
家市会师起义纪念馆， 秋收起
义文家市会师旧址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2 处，杨勇故居、
文家市大捷遗址等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 5 处。 拥有自然景点 45
个、人文景点 69 个，是秋收起
义“一线九馆”最重要的节点城
镇和湘赣边红色旅游的中转
站。 文家市镇先后获评全国第
一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中国
十大经典红色景区（点）、第一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
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2018年，接待游客
量超过 500 万人次， 实现文化
旅游综合收入近 10亿元。

洪江区古商城小镇
位于怀化市洪江城区，沅、巫

两水交汇处，历史悠久，源于水，
兴于商，盛于工，距今已有 3000
年文明历史。 明清以来，成为湘黔
川桂边区物资集散中心和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是中国古代水上丝
绸之路必经的重要中转站。 目前
保存着明、清、民国时期的会馆、
商行、客栈、青楼、镖局、作坊、报
社、 烟馆、 寺院等古建筑 380 余
栋，被誉为“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
教科书”“中国内陆地区资本主义
萌芽的活化石”。 拥有“中共洪江
地下党支部”、特色的地域饮食文
化和沅水编排号子等省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 小镇先后被评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十佳古
城、新潇湘八景、湖南省优秀涉外
参观点、湖南省研学教育基地。 游
客量从 2012 年的 129 万人次增
长至 2018 年的 463 万人次，文化
旅游总收入达 18.64亿元。

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
位于通道侗族自治县西南部

坪坦乡境内，是“百里侗文化长廊”
的核心腹地。这里是纯侗族聚居地
区，民俗文化特色鲜明，侗族芦笙、
侗族琵琶、侗族牛腿琴、可吉琴、侗
笛、 木叶等民族乐器得到很好传
承。 侗族“芦笙节”“侗年节”等民俗
活动丰富多彩，是“中国侗族大戊
梁歌会”的主会场之一。 侗族村寨
格局完整、规模宏大，共有吊脚楼
5000余栋、鼓楼 46座、风雨桥 27
座，其中有 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有
国家皇都侗文化村 4A�级旅游景
区和横岭村 3A级旅游景区，坪坦
村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坪
坦乡被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2018�年，景区实现接待游客 108�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3.24亿元。

岳阳县张谷英镇
位于岳阳县东南部， 交通便

捷， 文化底蕴深厚、 生态环境优
美，明、清古建筑群张谷英村被誉
为“民间故宫”。 张谷英村古建筑
群以巧妙的建筑艺术闻名于世，
1700 多栋民居建筑连成一体，蔚
为大观， 是一座典型的平民文化
建筑， 是研究湘楚文化的“活化
石”，有“民间故宫”“天下第一村”
之誉。 小镇内建有张谷英民俗博
物馆， 有国家非遗花鼓戏、 皮影
戏，省级非遗岳州扇制作等，还有
“婚俗”“书俗”“岁俗”“年俗”等古
朴淳厚的民俗民风，绣花、舞龙、
纺纱、祭祖、剪纸、打铁等传统民
俗活动。 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
国传统村落、 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中国美丽休闲村庄等称号。 该
镇以张谷英村风景区为龙头，打
造了谷英村 - 刘备洞、 张谷英村
- 湘北特委、 张谷英村 - 竹海等
精品线路。 2018年， 全镇旅游接
待总人数突破 179 万人次， 文化
旅游综合总收入达
17.5亿元以上。

龙山县里耶镇
位于龙山县最南端，有秦简博

物馆等品位高、特色浓、禀赋优的
文化旅游资源。 这里有旧石器时
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文化遗址和
战国、秦、汉古城、古墓群及明清至
民国时期的历史古建筑。 2002 年，
在被誉为“中华第一井”的 1 号井
内出土了 3.74 万枚秦简（是秦朝洞
庭郡下辖迁陵县的官署文书），其
数量远远超过了国内出土秦简总
和的 10 倍之多。 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3 处，有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 里耶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里耶—乌龙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中国土家
织锦之乡、中国土家族原生态文化
保护试验区等十一个国字品牌。
2018年，里耶古城景区文化旅游产
业初成雏形， 接待游客 110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8亿元。

桃花源管理区桃花源小镇
南倚武陵，北临沅水，是《辞海》

《词源》和中学语文教材唯一添加注
释的《桃花源记》原型地。 这里文化
资源类型丰富多样，拥有以“晋代桃
川宫”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周家
岗遗址”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以五溪
蛮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以“巫舞”等
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以第“三十五洞
天、 四十六福地” 为代表的道教文
化、以“春耕开犁典礼”为代表的农
耕文化，以“桃源木雕”为代表的技
艺文化，以“桃源擂茶”为代表的饮
食文化等文化资源共 22项。 拥有桃
源木雕、 桃源石雕等省级及以上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9个， 拥有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国家森林公园、中国十大文化
旅游景区等国字号品牌。 推出了隐
士林道教养生园、 武陵渔户外运动
基地、天工六艺坊、桃源工艺术博物
馆和桃花节等一系列的节庆演艺活
动产品，培育文创产业新业态，2018
年， 桃花源镇共接待境内外游客近
300万人次， 实现文化旅游综合收
入 14.8亿元。

新化县水车镇
位于新化县西南部，

有优美的梯田景观、 悠久
的历史以及独特的农耕文
化。 国家 4A 景区紫鹊界
梯田、 中国最美乡村正龙
村、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紫
鹊界古梯田和杨氏宗祠、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楼下
村、 白旗峰及白旗峰古寺
等旅游资源丰富。 紫鹊界
梯田是唯一以梯田文化为
特色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 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 被评为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 已被列入世界
自然与文化遗产预备名
录。 该镇高度重视农业文
化与景观的挖掘和保护，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开展紫鹊界梯田遗产的各
项保护性项目。 2018 年，
全镇接待游客 72.63 万人
次， 文化旅游综合收入达
5亿元。

长沙县果园镇
位于长沙县中部，交

通区位优越，生态环境优
美， 是著名戏剧家、《国
歌》 词作者田汉的故乡。
这里有庙会、龙狮、木偶
戏、皮影戏、竹马灯、地花
鼓、 彩莲船等民间文化，
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生
态宜居示范村、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村等荣誉。 入驻
登记注册的文化旅游企
业达 128�家， 涵盖生态、
文化、教育、康养、旅游五
大产业。 举办“中国·浔龙
河生态艺术文化节”等系
列活动，打造集文旅产品
展示销售、农村创客孵化
等众创空间，涌现出地球
仓智能酒店、VR 体验中
心、麦咭等新业态。 2018
年以来，果园镇累计接待
游客 265.8 万人次， 旅游
综合收入达 10.1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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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芙蓉镇
位于永顺县南端，1986 年因

电影《芙蓉镇》而闻名。 小镇内有
溪州铜柱、五里青石板街、吊脚楼
群、大瀑布、西汉古墓群、湘西地
质博物馆等文化旅游资源， 是湘
西“四大名镇”之一，享有“楚蜀通
津”“酉阳雄镇”“挂在瀑布上的千
年古镇”等美誉。这里是土家艺术
之乡，有土家族毛古斯、摆手舞、
打镏子等民俗。 沈从文、黄永玉、
谢晋、姜文、刘晓庆等文化艺术大
师在这里留下了《芙蓉镇》《湘西
剿匪记》等经典作品，拥有中国历
史文化名镇、 中国十佳旅游休闲
古镇、 湖南省首批美丽乡镇等称
号。 芙蓉镇是张家界—凤凰黄金
旅游线路的枢纽中心， 是大湘西
旅游黄金板块的重要节点，2018
年接待游客 98 万人次，文化旅游
综合收入 12.8亿元。

2.

3.

望城区铜官小镇
位处长沙北境，湘江东岸，陶

瓷文化灿烂，自然风景秀丽。享有
“千年陶都、楷圣故里”美誉，是我
国最早外销窑口之一，开辟了“海
上陶瓷之路”，现保存完整的古龙
窑成为最具潜力的文化遗址，铜
官陶瓷烧制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已构建了长
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铜
官窑博物馆、新华联铜官窑古镇、
铜官古街、书堂山国学小镇、郭亮
纪念园等文旅循环圈。 获评全国
重点镇、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国家级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等荣誉称号。
“铜官窑”品牌已在国内知名并初
具国际影响力，2018 年， 共接待
境内外游客超 100 万人次，实现
文化旅游综合收入 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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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湖南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

长沙县果园镇

浏阳市文家市镇

永顺县芙蓉镇

洪江区古商城小镇

游客在铜官窑古镇体验陶艺

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侗族村寨

岳阳县张谷英镇

龙山县里耶镇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桃花源镇

新化县水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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