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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首

在垂直落差达 500 米的矮寨悬崖栈道上漫步，是一种享受，险峻美丽的德夯大峡谷景色一览无余。 走到栈道的尽头，就到了矮寨大桥观景台，从这里看去，1000 多米长的悬
索大桥从 300 多米高的悬崖间穿过，云雾缭绕，犹如天桥。 桥下，盘山公路弯弯绕绕，与大桥相映成趣。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所描绘的景象在这里得到了绝佳的诠释。
奇桥、奇路、奇谷、奇瀑，吉首市“百年路桥奇观，千年苗寨风情，万年峡谷风光”的奇美日渐受到游客青睐，仅仅 4 年，矮寨奇观旅游区门票收入从无到有，节节高升，预计今
年可突破 8000 万元。 从这里望开去，展现着吉首市文化旅游产业所迸发的勃勃生机。
“十三五”规划三年来，吉首市接待游客人数、旅游总收入平均增速分别达到了 14.31% 、19.56% 。 今年 1-10 月全市接待游客 1335.8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11.72 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 13.48% 、19.16% 。 该市先后被评为中国优秀文化休闲旅游城市、十大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名市、“一带一路”国际健康旅游目的地等。
吉首正朝着打造“武陵之心、魅力吉首”的武陵山片区生态文化旅游中心城的目标大步向前。

武陵之心 魅力吉首
——
—吉首市生态文化旅游发展侧记

矮寨大桥

■ 陈 昊 陈生真

【 一座城市 处处皆景 】
在 9 月 26 日举行的吉首市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签约仪式暨项目推介会上，27
个重点项目签约资金总计达 412 亿元，其
中乾州古城文旅产业综合开发、汽车文旅
小镇等 5 个文旅项目签约资金 160 亿元。
这一轮签约是吉首乃至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近年来引进的规模最大的旅游招

商项目，显示出投资者对吉首旅游产业发
展的巨大信心。
旅游项目建设正是旅游产业发展的
有力支撑。
打开《吉首全域旅游发展规划》，一幅
吉首全域旅游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精彩
纷呈：

建设 1 个“武陵之心、魅力吉首”旅游
中心城。
打造 1 个“大美矮寨、天下奇观”奇观
旅游区，以矮寨大桥为依托，带动德夯苗
寨、吕洞山保护开发，形成大矮寨黄金旅
游板块。
培育“山水人文景观轴”“民族文化聚
落轴”两大旅游发展轴。
构筑“
奇绝景观览胜区”
“
特色文化体
验区”
“
乡村生态休闲区”三大功能片区。
推进 N 个旅游发展支撑项目。
这就是吉首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蓝图
里的“1123N”工程。
围绕这一规划，吉首紧密推进着旅游
项目建设。
伴随着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矮
寨奇观旅游区进一步加大景点设施建设力
度，完成悬崖栈道、电瓶车道、生态游道及
旅游厕所、停车场等项目建设，汽车营地、
森林木屋、帐篷酒店、高山无边泳池、悬崖
极限秋千这些项目在未来两年内将一一实
现， 为游客带来极致视觉震撼的旅游奇观

地标，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乾州古城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
园”建成，聚集了 26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18 位非遗传承人及民间工艺
大师入驻，核心景区民居保护、黄永玉美
术馆、夜景亮化、水上游乐等工程即将完
成，“游湘西，奔乾城”的体验更丰富。
乾州古城文旅产业综合开发、湘西红
枫谷康养中心、 勤丰农业观光示范园、矮
寨特色旅游小镇、 己略乡农旅一体化、峒
河谷生态经济园、“百鸟朝凤”生态文化扶
贫等数十个旅游发展项目在吉首市域内
遍地开花。
包括乡村旅游公路在内的 6 条旅游
公路建设如火如荼。
这些项目涉及到城市建设、 产业发
展、土地利用、生态保护等方面，体现了
“全域生态、全域文化、全域旅游、全域康
养”的发展理念。 吉首甚至提出要将市域
1078 平方公里面积作为一个大景区、大公
园、大花园来规划建设，山、水、田、林、路、
园、城、镇、村处处皆景。

乾州古城

【 一方山水 乐在其间 】
吉首市的生态文化资源得天独厚，这
座位于武陵山腹地的小城，国字号的公园
就有峒河国家湿地公园和矮寨国家森林
公园，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74.26%，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 12.46 平方米，空气质量
优良率长期全省排名居首，省级园林城市
创建成功在即。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吉首的文化资
源同样丰富，6 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6 个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8 个中国传统
村落、3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以及域内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丰厚的民族文化底
蕴让吉首旅游产品独具一格。
近年来， 吉首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 成为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

重要动力。 吉首鼓文化节、乾州古城·魔
幻之夜、 德夯山地户外运动节、 峡谷芭
蕾·矮寨大桥平衡大挑战、矮寨大桥低空
跳伞暨阿迪力高空走钢丝、 矮寨公路奇
观自行车邀请赛等重大活动的举办，让
游客领略了吉首优美的山水风情； 钢火
烧龙、 苗族四月八、 清明歌会、“吉周吉
年” 春节群众文化活动等一批民俗活动
让游客体会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经连续举
办五届的吉首鼓文化节，该节庆活动是省
委宣传部确定的湖南三大民族文化节庆
品牌之一，已经成为吉首生态文化旅游最
亮眼的一张名片。 每到鼓文化节举办之
时， 全世界各地的鼓舞艺术汇聚吉首，与

宁静村寨——
—坪朗

苗鼓同场炫技，热闹非凡，吉首“天下鼓
乡”的美名越叫越响。
今年 11 月 22 日，第六届吉首鼓文化
节又将如期举行。 这些天，在德夯风景区
工作的第二代猴儿鼓鼓王彭英生、第五代
苗鼓鼓王黄娟正忙着排演节目，要在鼓文
化节上大显身手。以他们为代表的德夯鼓
队不仅每年在景区内要为游客表演上千
场，还走向全国走出国门炫技。 作为苗族
聚居区的吉首，打苗鼓不仅是周边农村苗

喻志华 摄

族群众的休闲活动和庆典必备，而且也日
渐成为城市里的新时尚，彭英生和黄娟他
们经常被邀请到学校、机关、企业、乡村去
教授苗族鼓舞技艺，人们对苗鼓的喜爱可
见一斑。 每当夜幕降临，吉首城区各公园
里总会响起熟悉的苗鼓鼓点声，和一旁广
场舞的音乐声此起彼伏，相映成趣，可以
说，鼓文化已经成为吉首的城市符号。
本土民族文化的繁荣不仅成为旅游
发展的助推剂，也培育了不少本土文化企
业，“山谷居民”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这
家文化创意公司成立仅 4 年就已声名鹊
起，2014 年他们的苗绣产品从全国各种
文创产品中脱颖而出，作为“国礼”赠送给
了世界银行行长；2016 年公司作为中国
民艺项目四家代表之一，参加了意大利米
兰世界博览会。 今年 10 月又参加了“文化
中国·湖南文化走进德国” 大型文化交流
活动。
公司拥有 2 项发明专利，2 个行业标
准，100 余项设计专利， 收藏整理的图样
素材 1.3 万余件，其业务从最初的苗绣产
品逐渐扩展到了民族特色文旅、文创产品
设计与生产，民族特色装饰和园林景观设
计与施工等五大板块，业务范围走出了湘
西走向全国，甚至在法国、美国、澳大利
亚、芬兰等国都有合作伙伴。
“无论走多远，湘西吉首都是我们的
根，没有这片丰厚文化土壤的培养，我们
的企业就没了灵魂。 ”公司创始人林杰如
是说。

【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
矮寨镇坪朗村“豆腐西施”石清香这两天忙得不
亦乐乎，她在乾州古城开的豆腐体验店开业了。 自打
村里开始搞乡村旅游以后， 石清香家的豆腐越卖越
好，她的豆腐传统制作技艺成了吉首市非遗项目，她
还在村里组织成立了坪朗顺心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合
作社，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入社，2016 年以来，已发放
分红资金 16 万元，每位入社社员年均享受分红 4000
元。“这是我的第一家店，游客可以到店里磨豆腐、吃
豆腐，等把这家店打理好，我还要去凤凰古城开第二
家店。 ”说到自己的规划，石清香笑得合不拢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乡村旅游带富一方百
姓。
《吉首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描绘了这样一幅图
景：以文化生态旅游融合为中心内涵，连点成线，串景
—特色村寨集
成廊，因地制宜构建“生态文化长廊——
群——
—精品线路连接”的“廊—线—点”精品旅游产品
空间格局，确立“一心一廊四环”的空间结构。
“一心一廊”是吉首市乡村旅游建设主战场，“四
环”是连接“一心一廊”的旅游（自驾）线路。 4 条精品
环线涉及 100 多个村寨，构成吉首市特色生态文化村
寨集群，打造武陵山片区乡村旅游扶贫示范区，加快
让乡村居民共享旅游产业发展成果。
通过核心景区带动、公司化运作、合作共建、能人
帮扶等方式，聚集优势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全市已初
步形成了矮寨、马颈坳、河溪、己略、石家冲等乡村旅
游圈，涌现出寨龙、坪朗、隘口、枫香、栗溪、勤丰、中
黄、家庭、齐心、曙光等一批民俗文化主题村和观光农
业、农事体验、休闲农业特色村寨。 乡村休闲旅游成
为吉首市旅游新增长点， 预计 2018 年全市乡村旅游
接待游客量 13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5 亿元。
矮寨奇观旅游区是景区带动促进旅游脱贫的重
点景区，借助其品牌影响力，延伸产业链条，吸纳幸
福、排兄、德夯、矮寨镇区等当地建档立卡户 45 人就
业，积极引导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经营农家乐、特色民
宿，扶持贫困户联合开展稻花鱼养殖、金秋梨及油菜
种植，直接、间接带动周边 2 万村民加快脱贫致富奔
小康步伐。
一批有实力的投资者以租赁、承包、联营、股份合
作等多种形式投资开发乡村旅游。 家庭民俗文化园、
栗溪桃桂谷、中黄非遗活态小镇、隘口茶叶产业观光
园、龙午特色民宿、曙光花卉苗木基地、坪朗鲜果采
摘、 坪年苗寨写生基地等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吉
首乡村旅游通道成为生态文化长廊，触目所及，尽是
色彩，放眼长望，皆是文化，展示出盎然生机。
吉首还重点支持农村产业能人、返乡农民工、大
中专院校毕业生投身乡村旅游开发， 构建良好的创
业平台。 引导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土地、 扶贫资金、扶
贫小额贷款入股合作社，以“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
等模式发展乡村旅游。 镇溪街道寨龙村组织贫困户
“
分贷统还”，年均收益 10%以上，通过土地山林入股，
参与分红，人均收益 4550 元。
村民们有的开茶庄，有的办农家乐，有的卖旅游
产品，有的当讲解员，有的卖特色农产品，村寨还是那
个村寨，但早已变了模样，农旅结合不仅扩展了吉首
全域旅游的网路，也拓宽了农村群众的财路，更加开
阔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路，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全市带
动贫困人口 1.2 万余人脱贫，昔日贫困的苗寨，正在
全域旅游的这股东风吹拂下，不断获得新生。
云海中，飞架在德夯峡谷悬崖间的矮寨大桥若隐
若现，恍如天空之桥；德夯苗寨深处，传来阵阵宛若来
自远古的悠远鼓点，苗家阿妹把锅灰一把抹在心仪之
人的脸上，黑黑的脸庞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乾州古城的
风雨桥上，人们静静驻足眺望，看那一条清清的万溶江
流淌在两岸的吊脚楼间，沉浸在
“
岁月静好，年华无伤”
的遐思之中；接过一杯精心冲泡的湘西黄金茶，浓浓的
茶香扑面而来，微风吹过四面的茶林，带起一片绿波；
一群赤膊的苗家汉子哟，包谷烧酒一饮而尽，砸破酒
碗，一声大喝，举起龙头，就往那炫丽的钢火之中奔去
……
此山此水此方人，让游客心神荡漾、乐在其间。

2017 年吉首鼓文化节在美丽的德夯景点天问台举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吉首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