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界“五号山谷”

总有一地，既有诗意，亦如还乡。
距武陵源风景名胜核心景区 2 公里，峰墙脚下，有一

处田园秘境，那里曾经几近废弃，如今却被改造成一栋栋
别致舒适的乡村民宿———五号山谷。

它在百年土家族老屋的基础上， 耗费三年设计改造
而成。建筑风格继承了当地人和自然相处的理念，每一处
都是顺应自然而设计的。

有中式禅意或异域风情的果园树屋， 有土家族传统
的泥巴墙瓦小屋， 有露天游泳池和月神酒……这里既最
大程度保留了传统土家乡村特色， 又融入了舒适的现代
生活配置。

这里没有喧嚣，只有窗外的竹林、稻田、荷塘和蛙鸣、
蝶舞、牛哞。

一切皆如水墨山水，宁静自然。

张家界“回家 de孩子”

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湖乡野溪铺居委会清风峡
口， 碎石铺成的小径尽头， 有一处石头砌成的茅草房院
落，“回家 de孩子”驿栈门牌特别惹眼。

院落左侧，层层梯田里，种着家肥培植的蔬菜与百合
等中药材，可随手采摘。

院落右眺，满眼绿色、满耳鸟语、满山氧气侵袭而来，
私家峡谷花园一展眼前。峡谷全长近五公里，由砂岩峰林
围合而成。

进入驿栈大厅，雕花窗、花格门背后是一处原汁原味
的土家老堂屋。 穿堂而过的院内，瓜棚、野树、芳草织成了
前庭，石英砂岩围墙与墙缝中生长的芭茅、青苔浑然一体。

来这里，可以徒步，可以攀岩，草滑、丛林穿越，还可
以来个天体 SPA、森林瑜伽，甚至可以爬到峰林之巅练
一套云顶太极……

岳阳“自在平江”

雕“躲静”之处，琢“退隐”之所。
位于岳阳市平江县安定镇白茅塅村的自在平江度假

世界，地处丹霞地貌，地形、地貌、植被、野生动物资源等
仍保持着原生状态：山间修竹蔽日，山涧溪水潺潺，山野
攀藤遒劲，山脚油菜花黄，山谷禽麂和鸣。

野于外奢于内， 超五星级的店内设施与原生态的景
观浑然天成。 千米吊桥、悬壁廊桥餐厅、半地下透光会议
室、山巅无边界泳池、稻田景吧、滴水潭亭、竹林茶寮、山
谷花海……民宿因山就势，以“山是主人人是客”的建筑
设计理念成就“风景中的风景”。

发呆、看星星、望月亮、晒太阳、亲近山林、徒步山野、赤
足溪水、野菜采摘……来这里，你可以回归自然、重拾童真。

资兴“那一年”

如果去东江湖旅游，“那一年”可能是更好的归宿。
这家客栈原来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家工厂。 在原

有格局上装修粉饰后，现在成了一家“Loft 风 +
北欧极简”的民宿。地方虽不大，但是内部的装修

非常细心，蕴含了不少人文气息，一些小摆
件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只期待朋友，不接待上帝。在这里，你可以开 PARTY、
烤串。 这在郴州东江湖旁可谓独树一帜。

客栈拥有超大公共空间和独立休闲庭院、工业风酒吧
及烧烤、咖啡、摄影等配套设施，提供免费 WIFI、书籍借
阅、自助厨房、自行车租赁、自助烧烤、音乐驻唱等服务。

来一杯咖啡，随意发呆。举一杯红酒，静观流年。在这
里，慢下来，慢旅行。

醴陵“枫溪谷”

春天，满目青翠百花香；入夏，潺潺溪水透清凉；秋
季，漫山枫叶红胜火：这样的美丽画卷，就在株洲醴陵市
枫林镇时轮村龙塘组的枫溪谷， 也是枫林镇倾力打造的

“枫林印象”景致。
山脚缓坡处， 一座三层台地式景观落于此， 结合河

面、趣味水景形成了背山面水的绝佳格局。古意十足的粉
墙黛瓦门廊内，有绿树红枫掩映。 利用自然山势，这里创
造出了层次分明又极富韵律的景观空间。

木屋民宿也极具特色，门外庭院里，一支竹筒，流水
潺潺，“叮咚”一声，滴落池中，涟漪阵阵。

“留一份闲情品山中岁月静好，理几番思绪看天外云
卷云舒。 ”

汝城“福泉山庄”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杨贵妃曾经独
享的生活，你在汝城“福泉山庄”也可以体验。

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汝城温泉汤河中心地带，“福
泉山庄”就坐落于此。 徽式建筑风格的园林设计，让这里
一派古朴幽静。密布的泉眼，让这里云蒸雾绕，恍若仙境。

汝城的热泉水无色透明，为低矿化、低硬度、高温弱
碱性重碳酸、硫酸 - 钠型氟及硅质矿泉水，内含硅、钠、
钾、钙、锶、硼、氟、氡等三十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与西
安华清池同属一类，养生、美容都颇具效果。

溆浦雁鹅界“雪峰人家”

雁鹅界， 雪峰山脉穿岩山森林公园里一个安静纯美
的古老村落。 五百年前，人们开始在这里开荒辟田，筑屋
安家，因见秋时南飞的大雁在此栖息，故取名雁鹅界。

二都河阻隔了外面的世界， 让雁鹅界保持了原始存
在，成为雪峰山独特的村落遗址和村落文化的样板。古屋
古道保存完好， 古风古俗沿袭至今， 意喻福祥的精美窗
花，穿透了五百年的时尘，“雪峰人家”雁鹅界店便坐落于
此。

走进穿岩山雁鹅界古村落，60 多户居民房屋是典型
的晚清江南木民居风格。 古村落里院中有院，房中有房，
庭院错落，巷道回环，结构布局气势恢弘。行走青石巷，所
到之处，古朴、神秘。

靖州“地笋苗寨”

地笋苗寨是一个天然“氧吧”，坐落在靖州第二高峰
的九龙山麓，被誉为靖州十景之一的“九龙叠翠”。苗寨林
木茂盛，溪流交错纵横，堪称野生动植物生长的“王国”，
是探寻原始次生林的好去处。

苗寨最具特色的当属苗乡风情了。苗族人热情好客，
如果事先知道客人从远方而来， 他们就会盛装站在寨门
口迎接。 而客人到来后，就要喝拦门酒。

来苗寨，当然要住“吊脚楼”。由于苗族大多数住在高
寒山区，不易开挖地基，再加上天气阴雨多变，因而构筑
这种通风性能好的干爽木楼。

来到靖州，享苗家风情、居古朴建筑、赏秀丽风景，真
是最完美不过了。

花垣县“悠然居”

“茶洞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
长蛇，沿山爬去。临水的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
头，湾泊小篷船……贯穿各个码头有一河街，人家房子多
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
吊脚楼。 ”

沈从文笔下的优美茶峒， 直至今天依然吸引着众多
游客前来。边城镇老码头，临近拉拉渡，占尽地利的“悠然
居”也随之闻名。

客栈周围有古城墙遗址、中国边城等景区，环境清幽，
出游便利。“悠然居”客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格局，房
屋内宽敞明亮，精致典雅，躁动的心也会逐渐平复、沉淀。

芙蓉镇“土司别院”

“土司别院”是芙蓉镇核心景区内唯一一家客栈，按
芙蓉镇影视拍摄基地的拍摄要求、 遵循土家四合院的传
统风格修建而成，两层小院共 12 间房。

栖于四合院内，上有天井可观日月轮换，下挫丹池鱼
游春夏秋冬。四合院右配厢房，乃纯木吊脚楼，谓之“土家
女儿阁”；左设露天观景台，一台之上，品茗观瀑看日落；
吊脚楼前，120 平方米的绿化大庭院，品晓庆豆腐，烹牛
头大宴，兴之所至，呼朋唤友，摆手舞天下。

无论是体验土家风情， 还是欣赏芙蓉镇挂在瀑布上
的风光，“土司别院”都是首选。

2017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七届湖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
奖赛正式启动，正面向全省征集设计作品。本届大赛无门
槛，不收取任何费用。而文化客栈(民宿)年度课题邀请赛
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也同步启动，赛事将持续至 2018 年
3 月 21 日。

这是湖南最顶级的设计赛事。 大赛由湖南日报社、湖
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指导，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
分会(CIID)湖南专委会主办，“新湖南”、湖南日报社全域
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声全媒体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联合承办，湖南装饰协会、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协办。

蒋涤非、杨瑛、魏春雨、何人可等国内外顶尖设计大师担
纲评委。

凡在湘工商登记注册的装饰设计机构均可参赛，参赛登录
设计大赛专题 http://zt.voc.com.cn/Topic/hnssnsjdjs/
下载报名表，填写报名表后将参赛作品、作品资料、报名表
格及作者身份证复印件，存放于同一个文件夹内，以压缩包
形式 （压缩包名称及电子邮件主题统一格式为：“参赛课题
+ 作 者 姓 名 + 作 品 名 称 ”）， 发 送 邮 件 到 指 定 邮 箱
15886342999@163.com。 若交送多个作品，请将不同作品分
开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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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民宿

为您推荐十大湖湘民宿，顶尖赛事邀您设计最美民宿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久远的农耕文明， 孕育了中国人的独特审美，

构建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隐于世外桃源，方能闲
适宁静。

藏于山水，隐逸一方。
张家界“五号山谷”、岳阳“自在平江”、资兴“那

一年”……一批湖南特色民宿，隐身山野，仿若桃源，
引人探胜，让人流连。

这批特色民宿，既有田园牧歌的适宜，也有着
现代生活的舒适。

到这里，让身心栖息，让灵魂还乡。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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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远
方

2016 年 7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

考察时指出：“发展

全域旅游 ， 路子是

对的 ， 要坚持走下

去。 ”同年 11 月，湖南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以 “锦绣潇

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旅

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调整

优化旅游产品结构，健全完善旅

游全产业链供给新体系，湖南旅

游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任陈献春在分析今年国庆旅游

时指出：新景区新业态备受游客

青睐、持续火爆，张家界“五号山

谷”、岳阳“自在平江”和长沙“地

球仓 ” 等特色民宿节前预订火

爆，一房难求。

民宿，在湖南旅游发展中已

成冉冉升起的明星。 本期，湖南

省旅发委联合湖南日报，为读者

推介湖南十大特色民宿。

湖南民宿设计大赛启动

■互动

张家界“五号山谷”

汝城“福泉山庄”

芙蓉镇“土司别院”

靖州“地笋苗寨”

资兴“那一年”

前
言

文 / 杨仕凡

(本版图片由各相关客栈提供)

岳阳“自在平江”

花垣县“悠然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