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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县大云山三战三捷石刻

南岳忠烈祠

文/邓红

巍巍麓山奠先烈
娱乐之都最休闲

推荐线路：岳麓山-橘子洲—坡子街—解放西
路—长沙世界之窗—海底世界

1938 年至 1944 年，腥风血雨的四次“长
沙大会战”， 让无数革命先烈长眠于岳麓山
上。

从湖南师范大学老校门往西登岳麓山，一
路向上，便会感受到“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悲
壮。 岳王亭上下方百米之间，第四路军阵亡将
士麓山忠烈祠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三军
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形成上下呼应之貌，默默叙
述着那气壮山河的“长沙大会战”的悲壮史诗。
沿着登山台阶拾级而上， 陆军第 10军三次长
沙会战阵亡将士墓、 抗战阵亡将士名录石栏、
昔日的战壕、炮台的安置点依旧有迹可寻。

坐地铁可至湘江中的橘子洲，感受少年毛
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情怀。 或去
坡子街，在以火宫殿为龙头的各种老字号美食
门店内，一边喊着“减肥”，一边狂吃不止。

如果你年轻热血，一定要去解放西路“酒
吧一条街”，体验“娱乐之都”越夜越精彩的夜
生活；而长沙世界之窗和海底世界，各种游乐
设施将会让小朋友乐不思蜀。▲

建议住五一大道步行街及其周边，交
通方便。 臭豆腐、糖油粑粑、麻油猪血、风味小
龙虾不可不尝。

“抗战名城”慢慢游
衡山石鼓东洲行

推荐线路： 衡山风景名胜区—衡阳抗战纪念
城（岳屏公园）—衡阳保卫战纪念馆—石鼓书
院—东洲岛

1944 年 47 天的衡阳保卫战，毙敌之多、
坚守之久、 战况之烈， 让衡阳成为“抗战名
城”。

如今，岳屏公园山顶，全国唯一的抗战纪
念城———衡阳抗战纪念城， 城内各种纪念设
施，都在默默讲述着“衡阳保卫战”的悲壮历
史。 衡阳保卫战纪念馆（原陆家屋），还尚存当
年留下的弹洞。

登上衡山，在香炉峰下，内地唯一纪念抗
日阵亡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南岳忠烈祠
前，向捐躯卫国的忠勇将士脱帽致敬吧。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 ”你
一定要去石鼓书院。 书院精致小巧，如鸟儿伸
入湘江中，比岳麓书院大 160 多岁；更是全国
唯一一座宋皇两度赐匾的书院， 也是清廷允
许恢复的第一所书院。

你还可在“抗战名城”的湘江边，等一只
渡船，渡到东洲岛。 它传说是织女七夕相会时
丢下的金梭，又是秋天贴着水面展翅的大雁。
从船山书院残存的建筑中，你可感受当年“学
在船山”的时尚；或是在沙滩四周寻一家农家
乐或烧烤屋，品尝就地取材的新鲜美食。▲

从长沙坐高铁半小时就可到达衡山西
站，转直达巴士 15 分钟便可到达南岳衡山景
区。 晚上可住望日山庄或山上的农家乐，方便
第二天观日出。 在衡山一定要带几瓶豆腐乳
走，香辣可口，令人食欲倍增，回味无穷。▲

衡山景区距衡阳市 45 公里，景区有汽
车到市里的各个地方。 衡阳市内吃住可随便
找自己喜欢的，但建议住解放大道附近，去景
点或是购物都很方便。

柳叶湖畔祭英雄
花岩溪里恋桃源

推荐线路： 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墓—诗
墙公园—高山街—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花岩
溪国家森林公园

“御侮身殉国，绩勋耀九州，名城瘗忠骨，
壮烈永千秋”，诉说着 1943 年冬常德会战中，
6000 名阵亡将士的壮烈情怀和英勇气节。 如
今， 阵亡战士的英灵安葬在常德市城内东北
隅名叫西围墙的一座公园内， 旧城墙为阵亡
将士的安息地竖起屏障，缅怀其中，整个心灵
都为之震撼。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新开园的梦幻桃花岛
欢乐水世界，全亚洲最大的海啸冲浪、全球最
高的龙卷风滑道、5000 平方米全国最大的人
造真沙海滩、 水上过山车等， 等着你一一体
验。 如果累了，沿柳叶湖环湖风光带漫步，为
皮划艇运动健儿的艰苦训练加油。

你还可去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领略“红
尘中最后一方净土”上美得动人心弦的山水之
景。 这里林、山、水浑然天成，花、岩、溪天然和
合，仿佛置身于泼墨的山水画中，流连忘返。▲

自驾从长沙上长张高速德山出口下，
两小时便可达常德市。 第一天晚上住步行街
及周边酒店，欣赏诗墙夜景。 常德米粉、麻辣
肉、酱板鸭不可错过；第二天前往柳叶湖旅游

度假区，度假区特色酒店可满足吃住。▲

花岩溪国家森林公园距常德市区 50
公里， 从市区经 207 或 319 国道到花岩溪景
区，景区内有三十多家农家旅馆，吃住方便。▲

9月份常德市所有 A级景区门票全免。

骑行岳阳最美东线
体验三战三捷喜悦

推荐线路： 张谷英民俗文化村—铁山水库—
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湘北有一座雄峙楚天的大云山。 大云山
因其地势险要，历为兵家必争之地。 在三战三
捷摩崖石刻前，似乎还能感受到 70 多年前弥
漫在湘北大地的战火硝烟。 1939 年日寇攻占
长沙， 在大云山与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司令兼
二十七集团军司令杨森展开激战， 杨森在此
打了大胜仗。 1942 年 8 月，杨森上了大云山，
写下了三战三捷巨幅字样， 刻于隆与宫外石
壁上，每个字 2.2 平方米，这些石刻至今都保
存完好。 今年，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更
是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如今，大云山与铁山水库、张谷英民俗文
化村连在一起， 成了骑行爱好者偏爱的线路。
沿途，你可以欣赏“天下第一村”张谷英村壮观
的古建筑、体验传统的农耕文化；也可领略铁
山水库如磨平镜镶嵌于大云山脚的湘北山水
奇观；更可歇脚于农家小酒店，品尝山珍野味，

一饱口福；或租一两顶帐篷，夜宿云
山之巅，感受野外宿营的乐趣。▲

骑行线路： 从张谷英古村出
发，走 037 县道（43.7 公里）、经 108

县道（2.3 公里）、沿 196 乡道（4 公里），便可
到达铁山景区， 全程 55 公里。 大云山海拔
900 多米，上山道路蜿蜒曲折，急转弯、陡坡，
如果车技不是太好，建议徒步上山。▲

张谷英村的油豆腐，可带点回家。

雪峰山下将士墓
山背梯田花瑶情

推荐线路： 溆浦山背花瑶梯田—抗日战争湘
西会战阵亡将士陵园—崇实书院—思蒙

1945 年，八年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

“湘西大会战”在龙潭打响，参加龙潭一役的
国军“一寸国土一寸血”， 700 余名将士，用
生命换回了胜利的曙光。 战后，为纪念牺牲的
英雄们，在龙潭镇弓形山修建了“龙潭陵园”，
英雄亡灵从此长眠于此。 今年，抗日战争湘西
会战阵亡将士陵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

在缅怀英雄之际，可以在溆浦县的乡野，
寻找至今仍残存的 200 多座大大小小的祠
堂；或走进古老的岩板村，一睹崇实书院的古
朴典雅； 或在屈子码头坐船顺流而下至思蒙
丹霞景区，在这里，有似桂林峻美奇秀的山、
如漓江清澈透亮的水， 十里碧水丹霞风光更
是美得让人心醉；你还可去山背花瑶梯田，欣
赏美丽的梯田自然风光、 体验独特的花瑶民
俗风情。▲

从长沙坐高铁至溆浦南站， 再经 22 公
里车程便可到达山背花瑶梯田景区， 晚上选
一家山背花瑶梯田景区星级农家客栈歇脚，
品地道瑶乡美食，瑶乡腊肉、蒿菜糍粑不可错
过，走时，带点腊肉和金银花。▲

山背花瑶梯田景区有车直达龙潭镇抗
日阵亡将士陵园，仅 25 公里车程，游完陵园，
步行 1 公里左右便是崇实书院， 中午在岩板
村找个特色农家小店吃饭， 下午便可在溆浦
龙潭汽车站坐车前往思蒙丹霞景区， 晚上可
入住潇湘山庄 （思蒙丹霞景区内五星级湖南
乡村旅游示范点），体验田园生活、品尝农家
百味。

“胜利之城”祈和平
三道坑乐原生态

推荐线路：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
念馆—飞虎队纪念馆—天后宫—风雨桥—万
和鼓楼—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三道坑景区

“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 ”多
少人慕名来到这座“胜利之城”瞻仰芷江受降
旧址和纪念馆、飞虎队纪念馆。今天，你还可走
进位于芷江和平文化园太和塔的湖南抗日战
争纪念馆（为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今年 8月
21日才正式对外开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清澈见底的氵舞水穿城而过， 把该县县城
划成了东西两岸。 世界第一大风雨桥———龙
津风雨桥、内陆最大的妈祖庙———天后宫、中
国最大的侗族鼓楼群———万和楼在舞水河沿
岸铺展开来，犹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如果你想在世外桃源放纵， 与原生态的
风景一起释放原生态的灵魂， 那就去三道坑
吧。 三道坑，其实并没有坑，而是有着比坑漂
亮数百倍的三个“飞湍瀑流争喧豗”的峡谷。
这里三步一画， 五步一景的天然画卷等着你
来展开画轴。▲

从长沙南站坐高铁两个小时便可直达
芷江， 芷江站距离芷江侗族自治县城仅 5 公
里，游完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后，在风雨桥上
游，觅一家吊脚楼，枕氵舞水碧波，品芷江鸭、酸
萝卜、侗族特色菜，晚上还可去和平村观看特
色民俗节目《神奇芷江大型巫傩绝技表演》。▲

三道坑原始次生林景区位于芷江五郎
溪乡境内，距县城 46 公里，可在芷江汽车站
坐汽车前往， 晚上可在三道坑的青山绿水间
露营一晚。▲

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暨第五届
中国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届时将在芷江侗
族自治县县城举行，如果出游，建议提早安排
和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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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定制抗战胜利之旅

70 年前山河破碎，全民抗击日本帝

国主义入侵；70 年后， 昔日硝烟弥漫的

战场成了纪念抗战缅怀先烈的红色旅游

景区。

9 月 3-5 日，我国首个抗战胜利日小

长假。 我们为你特别设计了 6 条线路，让

你在休闲中重温热血记忆，牢记今天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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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花岩溪 蓝建强 摄

溆浦浩气门

芷江三道坑景区

岳麓山上抗战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