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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 6000 多年前的史前世界是什么
模样吗？ 去中国最早的城市———城头山一
探究竟吧。

从澧县县城往西北 10 公里，那段冻结
于 6500 年前的岁月， 在古老文物中一一
摊开。 房址、稻田、水沟、田坎、陶器、竹签、
所有的历史碎片，都刻撰着先民的秘笈，散
发着古色古香的梦呓。

进入城中，统一规范的墓葬区、规模化
的陶窑区、 高规格的居住区……井井有条
的规划不得不让人叹服古城头山人的智
慧。 这座城市兴衰最详细的记录者要数城
西南方城墙遗迹剖面馆里宽 20 米、厚 26.8
米、高 4.8 米的城墙体剖面，墙上四次大规
模修筑的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然而， 古老的城头山还没有停住发展
的脚步，未来蓝图已经绘就。城头山将以遗
址保护利用开发， 打造世界级文化遗址旅
游目的地、 大遗址保护示范区和国家 5A
级文化旅游景区。接下来，城头山旅游景区
二期将以保护和诠释稻作农耕文明为主要
特色，打造一个 6500 亩的文化旅游景区，
形成以旅游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示
范农业、体验农业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大观
园”。 此外，城头山风情小镇依托城头山镇
打造一个旅游景区的风情小镇和整个景区
的服务配套功能集散地， 预计 2020 年建
成开放。

看完城， 来登山。 你最不能错过的是
“湖南屋脊”———壶瓶山。 主峰高达 2098.7
米的壶瓶山位于石门县西北部， 山顶四周
高，中间低，形如壶口，故名壶瓶山。壶瓶山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有四绝： 一绝是峡

谷生态休闲观光；二绝是峡谷生态漂流；三
绝是屋脊观景；四绝是东山峰滑雪。

起个大早， 从县城驱车到壶瓶主峰山
脚， 徒步登山， 感受身登绝顶我为峰的豪
迈。日出之时，极目远眺，群山逶迤，云雾缭
绕，仿若大海波涛连绵不绝，气势磅礴。 若
是运气好，下山时还能看到玉带云，山似翠
袍，云似游龙，如置碧海。

最漂亮的莫过于壶瓶山的瀑布， 无数
的瀑布或如白练，从百丈山崖倾泻而下；或
如水龙，从峡谷奔流而出；或如珠帘，从路
旁垂来。各式各样的水声，汇成一曲壶瓶交
响乐。加上滚动的云雾，五彩斑斓的冬日暖
阳色，创造了一幅动感十足的壶瓶冬韵图。

而壶瓶山南麓的夹山， 倒显得秀气几
分。上山时要是看到来来往往的香客，他们
定是奔着夹山寺去的。 这座始建于公元
870 年的禅院是誉满东亚的茶禅祖庭。 夹
山牛抵茶自宋至清一直被列为贡品， 碧岩
泉是煮茶的极品泉水。 夹山是“茶禅”、“茶
道”的正宗源头。

游完古城、名山，去罗坪乡感受民俗文
化的魅力。 罗坪乡所辖的 13 个村中，以长
梯隘村在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方面最为突
出。 长梯隘村的山歌、九子鞭、薅草锣鼓等
民间艺术享誉四方。

从石门县出发，前往罗坪乡长梯隘村，
需要 4 个小时的车程。 由于多年来坚持封
山育林，长梯隘村森林覆盖率达 92%，境内
森林茂密，风景奇特。长梯隘村 95%以上的
人口是土家族人。这里，数百年的土家吊脚
楼、水碾、筒车、老式油榨作坊，旧日的浪漫
时光在这里被一一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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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山水浪漫好休闲
一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历经千

年仍让无数人醉心于寻找那 “世外桃

源”。

沅澧两岸， 一座桃花源里的城市，

吞洞庭湖色，揽武陵风光。

壶瓶云海观日出 ， 花溪竹海赏白

鹭，桃花源里的人更是活得潇洒惬意。

诗墙书写着沅澧风华，丝弦唱不尽

德行天下。 沐浴“旅游扶贫”春风的新常

德，她的大美自不言说 ，映射在常德人

民幸福的眼神里。 今天，让我们走进“世

外桃源”旅游线，去休闲，去撒欢 ，去沉

醉———

文 / 柏润 肖艳蓉

相关链接：

途经地区：桃源县、石门县、澧县、
鼎城区、武陵区。

线路主题：依托常德桃源县和石门
县丰富的乡村生态旅游和茶禅文化资
源，以常张高速 、常吉高速 、S241、S308
为发展轴，形成西接怀化、北连张家界
的“世外桃源”休闲线路。

串联景点 ：柳叶湖 、花岩溪 、桃花
源、乌云界、城头山、壶瓶山。

交通路线 ：东边由 G5513、西边由
G56 进入桃源县， 经 S240、S241、S304、
S318、S310、S308 到达石门县，由此进入
湖北或返回。

八百里洞庭三分之一在常德，一
城春色半城湖。

距城区 2.5 公里的柳叶湖，其水
域面积 21.8 平方公里， 是杭州西湖
的 4 倍。她东临洞庭湖，西依武陵山，
是一个山、湖、城连为一体的新兴旅
游度假区，享有“中国城市第一湖”之
美誉 。

柳叶湖，多美的名字！
水之美， 不但要自然清澈地流

淌，而且要诗意地流淌；一条美丽的
河，一定要承载着历史和文化。 柳叶
湖就是这样一条流淌着文化的河流。
楚国诗人屈原曾在这里泛舟吟唱。刘
禹锡在柳叶湖畔送客赋诗，写下“晴
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冬日里， 亲近这一片广阔的水
域，水天一色，暮霭苍茫。湖边垂柳经
寒风依然故我妩媚。 择一日暖阳天，
在杨柳风里行走于湖畔，或万山凋敝
时垂钓于江边，惬意有趣。 柳叶湖北
部的沾天湖边， 有一条长达 15 公里
的银色沙滩。你一定忍不住脱鞋踩上
去，用脚丫去感受沙子的调皮。 去渔
樵村，湖北畔的花山，是刘海与狐仙
的定情之处，你可在渔樵村里感受这
田园之乐。

夕阳西下， 坐在柳叶湖中的凉
亭，遥看暗淡的江水，是否心中一阵
平静？ 湖面上点点繁星，把柳叶湖点
缀得更美了，谁能说此时的柳叶湖不
是最美的呢？

近几年来，柳叶湖度假区经过建
设和发展，“城市客厅” 功能日趋完
善。尤其是马拉松赛道、水上世界、沙
滩公园等一批景点相继推出，拉动了
全市旅游经济，成为常德市对外的一
张名片。 未来 3 年，将形成以景区景
点为支撑、旅游功能区为载体、产业
融合为动力、旅游走廊为纽带的全域
旅游新格局。

常德城郊、沅水之南，桃花源的
怀抱里，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岩溪国家
森林公园。 白鹭之乡花岩溪，与桃花
源同山共水，一脉相连。青山碧水、步
步成景。她有“湖南的西湖、常德的千
岛”和“中国白鹭之乡”等美誉。

冬季去花岩溪，烟雨雾笼，山水
如昔，水天一色。花岩溪多山，山间古
木参天；花岩溪多水，湖面碧波荡漾。

若你是奔白鹭而来，可选择观鹭
台、五溪湖等生态旅游景点线路。“花
溪鹭舞”是湖南十景之一。 每年 3 到
10 月，近 10 万只白鹭在这里栖息繁
衍。羽毛如雪的白鹭，在蓝天下，碧水
间，丛林上，田野中，蹁跹弄姿。

这里，有山水之趣。 赏景、登山、
烧烤、泛舟、采蘑菇、看电影……累
了，歇住南方四合院窨子屋，吃一碗
正宗的常德牛肉米粉，来一只鲜辣酱
板鸭，品尝常德有名的擂茶。 在花岩
溪，或花田乐事，或舒心时光，皆美
哉。

柳叶湖、花岩溪：
梦里水乡，醉氧湖光山色

古时，桃花源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1500 多年后，桃花源里，四通八达，市与县、
县与县一小时互通。

桃花源在桃源县城西南 15 公里水溪附
近。 面临沅水，背倚群山，苍松翠竹。

桃花源有 157.55 平方公里面积。 其中
“世外桃源”主体景区 15.8 平方公里，桃花源
内有神话故乡桃仙岭、道教圣地桃源山、洞天
福地桃花山、 世外桃源秦人村四大景区近百
个景点。内部景界幽然秀美，外部景观雄浑壮
阔。 千百年来，桃花源咸集文人墨客，忙煞古
今游人，陶渊明、孟浩然、王昌龄、王维、李白、
杜牧、刘禹锡、韩愈、陆游、苏轼等都留下珍贵
墨迹。

春天来桃源县， 一片桃花是一座叫常德
的城市最温馨的请帖。

桃源县南部，雪峰山脉的东麓、沅水的南
岸，乌云界国家自然保护区遗世而独立。乌云
界内最值得一去的是沙坪镇， 位于保护区北
面，挨溪靠平，是桃源县建镇较早的建制镇之
一，是历代安化、桃源两县农民桐茶竹木等土
特产集散交易之地，朝廷贡茶“乌云毛尖”即
产于此。

乌云界自然保护区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
保护区， 有我国华中地区低海拔地区现存面
积最大、 保存较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原
始次生林，森林植被覆盖率达 92.5%，是湘西
北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屏障。

夷望溪，乍听起来，似乎又是一道被世
间所遗忘的山间流水。 的确，这几乎是个与
世隔绝的地方，静默而神秘。 夷望溪位于桃
源境内兴隆街乡上游八公里处。 夷望溪流域
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汇入沅江处有水心寨
主峰屹立江中，将夷望溪一劈为二，溪水自
两侧环绕注入沅江。 此处巍巍青山，山水相
映，赛似漓江。

山水过滤后，你可选择乡村旅游线，去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维回新村吧。 已开园两年的
桃源枫树维回新村“枫林花海”，花朵四季常
开， 农家乐散布周围， 引爆了常德市乡村旅
游。此时去，山茶花、腊梅已含笑相迎。要是春
季来，10 万平方米郁金香让你仿佛置身于欧
洲风情园林。

“今年，咱家门口的旅游火起来了，我们
不用出去打工也能月入好几千。”来自维回新
村的村民李德清笑道，乡村旅游搞活了经济，
带来了客人。

近年来， 维回新村以独特的民族文化风
情、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紧扣“伯赞故里”主
题定位，积极推进旅游景点开发，打造了民族
风情黄金旅游美丽乡村。日前，景区花海新扩
面积 200 亩，新建了亲子乐园、风雨廊道等
景点，还组建了 2 支民族特色腰鼓队，全新编
演了大型歌舞情景剧《维乡追梦》，定期在演
艺大厅对外演出， 展示桃源维吾尔族的历史
变迁和幸福生活。

来吧， 在维回新村的各色花海中体验新
疆民俗大巴扎、 自行车乡村挑战赛、 花海露
营，一定让你乐不思归。

桃花源、乌云界、夷望溪、维回新村：
人间仙境，栖息茂林花海

城头山、壶瓶山、夹山、罗坪：
文化乐园，探秘古城名山

特色民居

花岩溪

柳叶湖

壶瓶飞瀑

天画罗坪 王生湘 摄

世外桃源

市民沿湖欢乐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