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船咯……”随着艄公的声声吆
喝，清流潺潺的秦溪变得热闹起来。只
见游客们乘着轻舟，溯溪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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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引人入胜的演出中，大部分角色
由当地农民扮演。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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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演出收入就有 3 万
多元，家里修起了新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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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镇将旅游扶贫、乡
村振兴等工作有机结合，通过本土居民
创业、龙头企业用工、本地合作社入股
等模式，当地从事文化旅游及其相关产
业的居民接近 2 万人，占全镇人口的一
半。仅 《桃花源记》 实景演出，就为当
地群众创造了500多个就业岗位。

在桃花源镇，处处呈现出积极向上
的勃勃生机。这与精准扶贫这项民生工

程密不可分。4 月 3 日，在黄土坡村一
处葡萄园里，44岁的杨四华正带领工人
整垄、除草，忙得不亦乐乎。去年 3
月，他流转了57亩土地种植葡萄，有夏
黑、阳光玫瑰、金手指等 5 个品种，今
年预计产量1.5万公斤。

谁能想到，这位投资近百万元的葡
萄园老板，竟是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
杨四华的父母亲、哥哥均患有疾病，他
的家庭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这些年
来，为方便照顾家庭，杨四华不能外出
务工，于是在家尝试着栽种葡萄，也由
此积累了种植经验。

“扶贫先扶志，他自己有想法，我
们很欣慰，也一定会支持他。”桃花源
镇扶贫办主任赵元介绍，去年，杨四华
在父母过世后，提出了大规模种植葡萄
的计划。政府为他科学规划后，让他享
受了相关政策，解决了启动资金的难
题。杨四华说干就干，将葡萄园打理得
井井有条，还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积极
性。尽管目前欠债 40 多万元，可他依
然充满信心：“搭帮党的好政策，明年
效益会更好，亩产 1500 公斤，绝对没
问题。”

据悉，桃花源镇现有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 479 户 1443 人，通过易地搬迁和
危房改造、社会救助、健康扶贫、产业
发展等有效举措，已脱贫 400 户 1258
人，未脱贫 79 户 185 人，将于今年全
部脱贫。

鲁融冰 李 宁 张 捷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后，桃花
源旅游管理区桃花源镇晨雾萦绕，
美得如同画境。万亩桃林，落英缤
纷，大地铺上了一层红毯；田间地

头，泥浪翻滚，老农播撒希望，满
脸皱纹堆出笑颜；集镇老街，生机
盎然，吆喝声、嬉笑声汇集成一首
美妙晨曲。

1600多年前，东晋诗人陶渊明
写下了《桃花源记》，留下了一个令

世人追逐的“世外桃源”；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桃花源开始规模宏大的
修复开发高潮，成为湖南旅游的一
张名片；如今，在这如诗似画的山
水间，现代桃花源人正用智慧和汗
水，谱写特色文旅小镇的绚烂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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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镇位于常德市西南部，风
光秀丽。由于武陵山、雪峰山两大山
脉 隔 江 对 峙 ， 沅 江 在 此 拐 了 一 个
90°的大弯，出现了形似太极的白
麟洲，造就了三水合流、三日同辉、
福地洞天的千古奇观。

据 出 土 文 物 资 料 证 明 ， 早 在
6000-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
有先民在此捕鱼捞虾，繁衍生息。境
内的桃花源景区，更是 《辞海》《词
源》和中学语文教材中，唯一添加注
释的《桃花源记》原型地。

桃花源始于秦，见于晋，兴于唐，
盛于宋。其山水田园之美、寺观亭阁之
盛、诗文碑刻之丰、历史传说之奇，举
世闻名。自《桃花源记》问世后，这里
成了文人雅士的“乌托邦”，孟浩然、
李白、韩愈、苏轼等文人墨客来此游
历，留下诸多珍贵诗文墨迹。

晋代的桃川宫，唐代的桃川书
院，明代的菊圃，清代的寻契馆等
15 处桃花源古建筑群，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7副楹

联、108 方碑刻、1000 多幅帝王将
相、文人士子的字画，2500 多首古
诗词和 45 卷历代著作，铸就了桃花
源的文化瑰宝，集成了中华文化的丰
富内涵。

2011 年以来，桃花源镇以全球
华人“心灵故乡”为定位，以恢复

《桃花源记》意境、打造国家5A级景
区和国家级休闲旅游度假区为目标，
对景区进行封闭式提质改造，于是，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秦溪，“土
地平旷，豁然开朗”的秦谷，从陶渊
明的笔下照进现实。

每当夜幕降临，全国首个全流域
的“河流剧场”《桃花源记》 在期盼
中开演，先民们在秦溪边放牧、浣
衣、捕鱼、丰收，那种返璞归真、天
人合一的美好生活，震撼视听，洗礼
心灵，令人感慨“好一个世外桃源”！

2019 年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上，桃花源与北京故宫、西藏布达拉
宫、敦煌莫高窟等共同荣膺“2018
中国旅游影响力十大文化景区”。

近年来，桃花源秉承“共享桃花
源”的理念，坚持核心景区带动特色
小镇与乡村振兴，深度开发“文旅+”
系列项目，一幅景镇共兴的大美画卷
徐徐展开。

这幅画的下笔着墨处，便在桃花
源镇汤家山村。这里以前是个典型的
贫困村，年轻劳动力大都外出务工，
留守村民靠传统耕种维系生活。乘着
常德市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东风，村
里先后发展了菊花、蜂蜜等产业，还
成立了擂茶合作社、蔬菜种植合作
社，吸纳农户加入，共享红利，实现
多赢。

如何依托紧邻景区的优势，将村
里的农宅最大化利用？2018 年，桃花
源旅游管理区出台了农村宅基地“三
权分置”试点方案，汤家山村抓住全
省农宅改革试点契机，发放了全省第
一本农宅三权分置使用权证。随即，
归园居农宅合作社应运而生，采取

“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流
转农户农房及宅基地使用权，打造特
色民宿产业集群。

通过与各大旅行社深度合作，开
设旅游专线送客入村，游客们欣赏田
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品尝农家美
食、选购农副产品，轻松做到好看、
好吃又好玩。目前，归园居农宅合作
社发展入社农户 20 多家，两年累计接
待游客 20 多万人次，实现经营收入
300 多万元。其中，本土民宿开办至
今，平均入住率达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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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房的小客栈，月均

收入上万元。”
合作社领头，家家有奔头，户户

有盼头，人人有赚头。汤家山村一举
摘掉贫困帽，取而代之的是湖南省休
闲农业集聚发展示范村、湖南省美丽
乡村示范村等荣誉，并于去年入围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新时代人人羡
慕的“世外桃源”。

贫困村的华丽变身，成了可借鉴
可复制的宝贵经验。如今，桃花源镇
因地制宜，大力打造乡村精品旅游路
线，扩大文旅合璧辐射范围。培育了
以汤家山村千亩菊花、黄土坡村百亩
荷花、清江铺村千亩果园、桃花源村
百亩油葵等产业示范基地，形成“春
看花、夏观荷、秋赏菊、冬品雪”的
独特景象。

伴着鸟语花香，笔者顺着围山渠
沿线，抢先体验小镇正在打造的骑行
环线。在绿树成荫的游道里，白墙黛
瓦的民宅、布置精美的庭院、生机盎
然的原野，可谓一步一景，令人心旷
神怡。“道路加宽花种好，最美庭院勤
打扫，一路骑行原野间，绿水青山随
人跑。”桃花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黄
易君脱口而出的一段顺口溜，朴实又
形象。

文旅小镇的路子越走越宽，文旅
企业集群化发展势头喜人。据介绍，
辖区内登记注册的文旅相关企业达
320 家，形成了以百亿级的常德市文
旅投为龙头，以桃花源盛典演艺、湖
南同元文化古镇旅游、洞仙餐饮服务
等知名企业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极大
地完善并推动了辖区文旅产业链的提
质升级。

古邑新姿竞风流古邑新姿竞风流

世外桃源 流传千年神韵

景镇共兴 绘就大美画卷

民心所向 续写绚丽华章

桃花源牌坊。曾敏 摄

碧 水 蓝 天

映衬下，桃花

源古镇犹如一

颗明珠。

雨 后 的

桃花源别有

一番韵味。

秦溪。 卜云 摄

游客登船观看实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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