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杨玉菡 龚柏
威 廖文）10月25日至26日，2019湖南·益
阳第三届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暨水上运动
节在沅江市举行。节会期间，沅江做足水文
章，广邀天下客，品湖鲜美食、观赛艇比赛、
赏文艺表演、谋发展商机。

此次节会由沅江市委、市政府主办，以
“洞庭沅江、水上之城”为主题。节会期间，
来自全国各地的240名赛艇爱好者在浩瀚
江湖展开角逐，尽显赛艇运动独特魅力。近
1000名长跑爱好者环沅江城区10公里跑，
在微程马拉松比赛中领略水城美景。 生态
文化美食节汇聚沅江各色美食， 无人机灯

光秀流光溢彩，美不胜收。“瑞丰之夜”文艺
晚会还邀来江涛、乌兰图雅、春雷等歌手，
献上超强视听盛宴。

以节为媒、经济唱戏，沅江通过邀请沅
江籍在外知名人士、 有意投资沅江的企业
家与会，集中签约水上运动特色小镇、大唐
华银沅江八形汊30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
电等项目，投资总额近75亿元，涉及工业、
商贸、旅游等领域。其中，与深圳蝶润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两湖新区水上运动特
色小镇项目，总投资40亿元，首期将打造
以集装箱创意广场、赛艇码头、康养社区等
为主的体育文旅智慧小镇。

“洞庭沅江、水上之城”

第三届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节举行

小镇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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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李宁 周维中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东晋诗人陶渊明笔
下的桃花源，因其生态优美、生活安宁和乐，
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心中的诗意远方。

这片神秘的土地，在今人耕耘下，以新的
姿态呈现于世：深度开发“文旅+”系列项目，
形成景镇共兴格局， 实现了文旅产业跨越式
发展。 今年国庆节期间， 桃花源镇接待游客
19.14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512.65万
元，同比均增长近40%。前不久，该镇被评为
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

桃花源镇设在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
区。10月26日，晨曦中的桃花源镇垂柳摇曳，
琴声悠扬。阿婆的擂茶香飘街巷，沁人心脾。
记者踏着刻下岁月痕迹的青石板， 徜徉在这
幅充满灵气的水墨画中， 感受现代桃花源的
美妙。

农田变景区，家园似画

“6年前来过，当时景区只有桃源山那一
块，半天就能逛完，印象不深。”和记者边走边
聊，桃花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提名人选黄易
君，用“震撼”来形容这里的变化。

两个月前，黄易君调任至桃花源镇。时间
虽不长，但“自家一本账”已烂熟于心：桃花源
镇以两山一湖、五柳小镇、桃花源古镇为核心

景区，辐射周边桃花源村、汤家山村等观光农
业区， 外围几个村则以发展生态有机农业为
主。

围山渠沿线， 是汤家山村与外界相连的
主要通道。以前是狭窄土路，如今已变成6米
宽的沥青路。一路前行，成片菊花映入眼帘，
令人“豁然开朗”。“村里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流转土地1000多亩，引导农民种
植金丝皇菊，发展食用花茶加工产业。”同行
的汤家山村妇委会主任张小桃当起了导游。

如何使产业与乡村游同步， 实现效益最
大化？今年8月，汤家山村300多亩油葵绽放，
2万多名游客慕名而来。桃花源镇从中受到启
发，决定根据不同季节，在20公里长的景区
外环， 打造集农业生产与休闲观光于一体的
田园综合体， 让景区和片区产业高度互补。
“稻谷秋收撒种紫云英； 桃花开后赏荷花，垂
钓、采摘项目应有尽有，农田变成景点，让游
客全年有得看、有得玩！”黄易君说。

去年， 桃花源镇成立常德归园居农宅乡
村旅游合作社，盘活闲置农宅，全力开发汤家
山、秦溪等特色民宿。从广东返乡经营民宿的
尚方客栈店主郑朋说：“家乡环境好了， 游玩
项目多了，城里人争着来，我这10间房小客
栈，月均收入上万元。”

据悉，桃花源镇还成立了擂茶合作社、蔬
菜种植合作社等， 吸纳全镇约80%的农户加
入，共享红利，实现多赢。

农民当演员，生活如诗

“开船咯……”夜幕降临，艄公的吆喝声回
荡在秦溪上空。齐头并进的轻舟之上，游客们兴
致盎然。这是桃花源依托景区资源优势，以4.6
公里长的秦溪为剧场， 打造的大型溪流漫游实
景演出《桃花源记》。项目开演以来，已接待游客
50多万人次。

游客溯溪而上， 感受陶渊明笔下“芳草鲜
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美景。在引人入胜的
演出中， 大部分角色由当地农民扮演。53岁的
清江浦村村民刘明祥是演员之一， 他小时候患
小儿麻痹症导致腿部残疾， 一家三口住在破旧
的祖屋里，靠种养为生，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桃花源记》剧组在选拔演员时，看中了刘
明祥，让他扮演剧中一名牧羊人。于是，刘明祥
白天下地劳动， 晚上赶羊演出， 每演出一晚有
143元出场费。刘明祥告诉记者，每年演出收入
就有3万多元，赚来轻松，格外知足。

和刘明祥一样做演员的， 还有桃花源镇金
井村村民高立平等人。高立平高度近视，家里有
个丧失劳动能力的哥哥与读大学的侄子。 有了
演出收入，生活压力减轻不少。他说：“现在日子
越过越好，以前想都不敢想。”

近年来，桃花源镇依托景区资源优势，以旅
游项目带动就业， 探索出旅游扶贫新模式。仅
《桃花源记》 实景演出， 就为当地群众创造了
400多个就业岗位。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涂孝辉

10月23日， 连下了几天的雨刹住了车。
趁着天气较好，记者来到永顺县芙蓉镇采访。

湛蓝的天空，几朵白云慵懒地飘着，青墨
色的土家建筑群，与青山融为一体，倒映在酉
水中，分外妖娆。

芙蓉镇三面环水，又有瀑布穿梭其中，因
此被称为挂在瀑布上的古镇。 该镇以发展文
旅产业闻名，前不久被评为省“十大特色文旅
小镇”，成为了“网红”。

五里长街犹如时光隧道

芙蓉镇本名王村， 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
史的古镇， 凭借酉水舟楫之利,�成为古时候
重要通商码头，是湘西有名的“四大古镇”之
一，后因电影《芙蓉镇》而改名。

漫步小镇五里长街， 脚踩着被岁月打磨
得发亮的青石板，犹如走进一条时光隧道。公
元910年，土司王定都芙蓉镇，此后，这里成
为历代土司王避暑休闲的行宫。

走进铜柱园，塑有楚王和当地“土王”签
订和约“溪州铜柱”场景的群雕矗立山巅，仿
佛在诉说着土家人与汉人由战而和的历史。

土家吊脚楼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历史悠
悠， 现在这些吊脚楼已剥去神秘面纱， 成功

“转身”，成为炙手可热的民宿。连着一片150
家民宿，形成古镇一个红火产业。很多客人来
了， 都要在这古色古香的土家吊脚楼里住一
晚，这才算真正来过芙蓉镇。这片民宿的床位

虽已发展到4000多个，但赶上节假日，仍一
房难求。

连着几天大雨， 让小镇的瀑布恢复了往
日的雄伟。瀑布从高处逐级跌落，重重砸在酉
水河床上，发出震耳的哗哗声。跌落的水流，
风一吹，水雾四散开来，好似土家阿妈在浣洗
素纱。

“哇，好美！”游客惊叹不已，用喊声抒发
内心的兴奋。由于水流大，大家只能站在远处
和瀑布合影。 一名穿着时尚的小姐姐把手机
固定在自拍杆上，开始进行直播，激动地给网
友们介绍瀑布。

人群中， 来自上海的胡先生夫妇穿着一
身喜庆的土家婚服，拿着自拍杆，站在瀑布边
合影。他们告诉记者，前几天他们刚在家里办
完婚礼，便来芙蓉镇度蜜月。

在古镇里走， 累了进入刘晓庆米豆腐小
吃店来一碗米豆腐， 这是在芙蓉镇游玩的标
配。

米豆腐有片状的、 正方体状的和小蝌蚪
状的，大家可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往金黄诱
人的米豆腐上倒上几勺小西红柿酱， 再浇上
一勺红红的辣椒油，舀一勺放嘴里，酸辣嫩滑
的味道绝对能让你忘掉一天的疲惫。

独特魅力引来八方客人

不知不觉，夜幕降临，小镇亮了灯。
上万盏挂于屋檐或瓦尖的南瓜灯点亮了

古镇，强弱不一的灯光、冷暖色调搭配的层次
感，让小镇变得柔和静谧。远远望去，成片的

南瓜灯好似秋日里金黄的稻田，美不胜收。
来自山西太原的王女士是第一次来芙蓉

镇，充满了好奇，不停举起相机拍照。“这里很漂
亮，像画里的世界。以前我没来过这种古色古香
的民族小镇，下次要带我爸爸妈妈一起来，让他
们也看一看。” 王女士激动地说。

穿过古街道，远远听见隐约的锣声，荷花池
边的戏台已唱起戏来。

4个穿着土家服饰、年纪六十好几的老把式
站在戏台上，手持锣、钹，两人一组围成半圈演
奏，表情配合音乐，时而咧嘴微笑，时而噘嘴搞
怪，身体还随着节奏摆出各种动作。

这就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的土家打溜子。当地一位阿伯告诉记者，土家人
逢年过节或在婚嫁、寿诞等场合都会打上几段，
溜子打得越响亮、 越欢快， 就预示着日子越红
火。

除了打溜子， 摆手舞也是历代土家人在重
大日子要跳的舞蹈。在历代“土司王”接待各州
来宾的溪州土司广场右边， 有一栋极具特色的
古建筑———摆手堂， 这是土家人跳摆手舞的神
堂。每当重大祭祀活动和重要接待活动，土家人
都会聚集在摆手堂前欢快起舞。 摆手舞是土家
族最原始的祭祀舞蹈，讲述土家人繁衍迁徙、农
耕狩猎的故事。

芙蓉镇是一座古镇， 它有着浓厚的土司历
史气息。同时，它也在时代变迁中不断变换着角
色， 既保持最原始的自我， 又与时俱进向前发
展，以其独特魅力引来四面八方的客人。今年国
庆节期间，就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3000多万元。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恒 屠俏 ）今天20时23分，一趟
载有142名乘客的南方航空航班从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起飞， 经过1小时20分钟的飞
行后，抵达澳门国际机场。这标志着湖南首
条直飞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定期航班开通。

该航线由空客A320机型执飞，每天一
班。 去程每天20时15分从长沙起飞，21时
55分抵达澳门； 回程每天23时从澳门起
飞，次日零时35分抵达长沙。

南航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杨斌介绍，为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积极构建长沙
“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加速湖南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南航特开通长沙直飞澳门航线。

旅客可通过航空口岸直达澳门， 大幅缩减
了通关时间。

“澳门有望成为湖南人新的出境游热
门目的地。”湖南宝中旅行社董事长邱克西
介绍，以往的港澳游旅行产品中，澳门通常
为中途站。此条航线开通后，丰富了港澳游
产品， 将以澳门为旅游目的地打造全新的
休闲度假中短期旅游产品。

据口岸部门统计，每年从内地前往澳门
的旅客中，湖南旅客占比排名全国第二，仅次
于广东。2018年， 湖南对澳门出口4714万美
元，同比增长20.8%；澳门在湘投资6857万美
元，同比增长99.74%。澳门已成为湖南重要的
投资来源地、贸易伙伴和劳务输出地。

家园似画 生活如诗
———常德市桃花源镇见闻

古色古香 美成“网红”
———永顺县芙蓉镇见闻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杨玉菡 周舟）
10月25日上午，“湘思湘品、 益城益味”益
阳美食文化旅游节在益阳高新区中南电子
商务产业园启幕，益阳美食城同时开业。

益阳美食文化旅游节由益阳市委、市政
府主办，旨在借2019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
第九届（全球）湘商大会平台，以益阳美食为
载体，向外推介益阳文旅资源，吸引更多人
来益观光旅游、休闲运动、投资兴业。

据了解，益阳美食城总投资1200多万
元，面积1.4万平方米，为省内目前规模最
大的美食城。该美食城依托益阳8个区（县、

市、开发区、管理区）特色资源，集街区风景
观光、美食民俗表演、非遗食品展示、特色
美食体验和旅游购物于一体， 为前来参会
的嘉宾和游客展示益阳美食和湖湘文化之
美。“高新荟萃、益阳味道”“食尚赫山、一品
湘情”“明清古街、资阳盛食”“食遍洞庭、最
忆南县”“美人窝里、笋宴飘香”“神韵安化、
梅王盛宴”“洞庭味道、 五湖沅江”“蟹行天
下、鱼米飘香”等8大益阳美食街区精彩亮
相，同时设有专门街区展示全省其他13个
市州的特色美食。目前，共进驻餐饮企业86
家、品牌146个。

益阳美食文化旅游节开幕
146个品牌湖湘特色美食任你品尝

长沙直飞澳门定期航线开通
每天一班，澳门有望成为新的热门出境游目的地

10月26日，退役军人在了解就业信息。当天上午，2019年常德市退役军人暨军人家属
专场招聘会在湘西北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省内外93家企业提供了3300余个工作岗位，在
当天进场求职的千余人中有579人达成就业意向。 陈自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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