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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军是龙山县里耶镇自生桥村
村民，过去常在外打工。今年，趁着八
面山大力开发旅游的契机，他回乡开
起了民宿，旺季时月收入有一二万。

“现在家乡美了，出行、生活都方便了，
在家创业比在外面打工强！”潘建军笑
呵呵地说。

自生桥村所在的八面山，海拔
1400多米，是“湘西屋脊”。山上风光
旖旎，草场、云山、雾海、奇峰、绝壁等
各种景色应接不暇，有“空中草原”之
美誉。但在过去，由于四面悬崖，上山
仅有一条烂路，百姓生产生活条件十
分落后。

近年来，乘着美丽湘西建设东
风，山上的四个行政村逐步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自生桥村危房全部改造，
85%的农户用上了卫生厕所，水泥路
通村入户，垃圾每天有专人清扫，乡
村面貌大变样。今年，政府又大力开
发八面山旅游，投入 6000 多万元用
于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等建设。人气
旺起来了，村民们趁势发展民宿和养
殖。放养的牛羊土猪供不应求，毛猪
价格涨到 28 元/斤。民宿一到旺季
双休日就订不到房，家家户户都享受
到了“旅游红利”。

“八面山过去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以后必定是‘天下谁人不识君’。”
湘西州烟草专卖局扶贫队员、云顶村
第一书记张向阳说起八面山，满是自
豪。3 年前，他刚到这里扶贫时，家家
户户住着破烂的木板房，冬天透风，雨
天漏水。多亏各级各部门支持，张向
阳带着大家一步步发展起乡村旅游，
村民们有的养猪、有的种菜、有的办民
宿，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如今，各家各
户新房砌起来了，生活条件好起来了，
再看看风景如画的“云顶之巅”、妙趣
横生的房车营地、星空帐篷、正在建设
的环崖游道、在泥巴里自在奔跑的生
态黑猪……无不让人感受到这座村子
发展的蓬勃朝气。

来这里休闲旅游的吉首市民彭先
生感叹：“住在这里，吃的是‘仙猪’肉，
喝的是矿泉水，赏的是云海日出绝色
美景，呼吸一口都是负氧离子。羡慕

村里人，天天过这样的神仙日子！”
日子美的不止是八面山。这些

年，湘西州融合推进美丽乡村、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战略，为湘西农村生活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没水，七天不洗一个澡，现
在干完农活冲个热水澡，别提多舒服
了。”凤凰腊尔山上的改厕工程，把困
扰村民们多年的洗澡问题一并解决
了。以前过年回家只愿住宾馆的年轻
人，现在高高兴兴住家里，真正“团了
圆”。

“过去靠天吃饭，现在凭本事吃
饭。”腊尔山镇夯卡村通过易地扶贫搬
迁，让贫困户告别了烂路、危房，住进
了风景如画的同福苗寨。贫困户在周
边猕猴桃、黄桃产业园和旅游公司打
工，闲置的安置房还可出租给旅游公
司做民宿，收入稳定，生活安定。

“过去围着家门口一亩三分地‘打
转转’，现在走上‘网路’看世界。”借助
美丽乡村建设生成的美丽风景、美丽产
业，不少年轻人留在村里做电商直播，
把土货和风景轻松卖到全国各地……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 过 乡 里 人 生 活 ，让 城 里 人 羡

慕”——“美丽湘西”的神奇魔术正一
点点改变着乡村的面貌、改变着老百
姓的生活。在湘西群山中，美丽在滋
长，希望在升腾。一幅宜居、宜业、宜
游、宜养的大美画卷徐徐展开……告
别贫困的湘西农村，向着富裕、开放、
幸福的新农村大步迈进！

美丽湘西建设系列故事之二

让域外游客惊叹让域外游客惊叹
100100个美丽乡村个美丽乡村：：

——湘西州创建最美乡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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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看群山环绕，近看绿树成荫，座座

新房宽敞明亮，户户小院清爽别致，水泥
路、自来水通村到户，卫生厕所功能齐全
——这是湘西农村今日的模样。

路坑坑洼洼，垃圾随处可见，老百姓
住的是破旧的木板房、用的臭气熏天的老
茅坑——这是湘西深山农村昔日的样子。

地处武陵腹地的湘西，有着美得让
人心醉的绝美山水，有着数千年苗族土
家族的绚烂文明，但也有着令人心痛的
落后乡村。

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湘西州是湖
南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8县市中有7个
是国家级贫困县，1个是省级贫困县，全
州2015年共有贫困村1200个，经济基础

薄、人居环境差，资本“进不来”，山货“出
不去”，怎么拔穷根、奔小康？

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着眼当地生态
优势，湘西州委、州政府吹响了“美丽湘
西”建设号角。从城乡同建同治到启动
美丽乡村创建三年行动计划，再到创建
100个最美乡村……在农村这个“美丽
湘西”建设的“主战场”，掀起了一场从颜
值到气质的全面变革。村村寨寨生态更
秀美了、环境更优美了、民风更淳美了、
社会更和美了，百个美丽乡村更加美出
了品牌、美出了特色。

当神秘湘西撩开面纱，域外游客一
片惊叹——“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
住乡愁，融得进时代，这就是人们心中的
诗与远方！”

金秋时节，走进永顺县高坪乡场坪
村，五彩斑斓的村庄让人眼前一亮！

干干净净的水泥村道，错落有致的
独栋楼房，意趣盎然的农家小院，坐落在
花团锦簇之间；猕猴桃褐、稻谷黄、葡萄
紫、桃花红等多种颜色装点的墙面，绘出
了场坪人的劳动场景和美好生活的向
往。路边是清新的野菊，庭院里是明艳
的蔷薇，不远处还有大片大片的玫瑰园、
猕猴桃园……田园风光美不胜收。行至
后溶水库，只见青山环绕，碧波荡漾，野
鸭、野鸳鸯在湖中尽情嬉戏，五彩的环湖
游道、别致的凉亭小桥点缀其中……好
一个大自然怀抱里的生态公园！

“多亏了美丽乡村建设，场坪建起了
多彩村庄，发展起多彩产业，美丽指数、
幸福指数双双提升。”高坪乡党委书记邓
发明兴奋地说，“目前，村里正在打造后
溶田园综合体，待明年春天再来，场坪将
成为休闲旅游、康养娱乐的更好去处。”

美丽的不止场坪。
在泸溪县浦市镇浦溪村，执政者们巧

用资源引入恒湘园林公司，建起苗木产业
园，又借势打造村里绿化景观，绘就了一
幅“林在村中，村在画里”的美丽画卷。

在凤凰县麻冲乡竹山苗寨，“美丽工
程”让乡村“旧貌换新颜”。绿色山林中
重重叠叠的特色民居、“竹山乡居”高端
度假民宿、竹山无边界温泉泳池……将
舒适生活与民俗风情完美融合，造就了
新晋“网红打卡地”。

还有吉首、保靖、花垣、龙山、古丈
……在湘西农村，我们一路走访，一路惊
叹——叹环境之美，叹乡村之变。

据湘西州委办二级巡视员、湘西州美
丽湘西办主任杨清英介绍，自创建美丽乡
村以来，湘西州全面推进乡村规划提升、
基础设施提质、人居环境美化、特色民居
保护、产业富民强村、乡风文明培育六大
行动，大力开展“硬化、绿化、美化、净化、
亮化”“五化”工程，积极完成“农户旱厕、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农村黑臭水体、农村
危房、村集体经济空壳村”“五个清零”，

“治厕所、治垃圾、治污水、治违建、提升人
居环境质量”“四治一提升”的目标任务。

截至目前，全州已完成改厕 20多万
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0%以上；建成运
营196个乡镇垃圾焚烧炉；8个全国重点
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已完成 7 个，
153个污水治理任务村全面推进，24处农
村黑臭水体完成治理。开展特色民居保
护整治，创建保护整治示范村（镇、街区）

63 个，依法依规拆除空心房、危房 3332
栋，整治乱堆乱放等乱象10500余处，村
庄公共区域绿化美化20余万平方米。

悬崖上、峡谷中、小河旁、高山上
……村村寨寨脱去了破旧的外衣，穿上
了靓丽的新装，绽放出湘西农村独有的
熠熠光彩。美丽乡村示范创建三年行动
中，湘西州共完成创建最美村 19 个、精
品村 303个、示范村 600个，美丽乡村起
步村实现全覆盖。永顺县场坪村、司城
村入选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凤凰菖
蒲塘村、泸溪县浦溪村、花垣县十八洞村
等40个村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在目前全省14个市州的417个省级美丽省级美丽
乡村中乡村中，，占占据近1/10。

从吉首向北行驶 8.5 公里，来到
“钢火烧龙”传承地——马颈坳镇榔
木村。

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钢火烧
龙”已有300多年历史。当地群众每
逢正月十五都会举行隆重的“烧龙”仪
式，成就了当时最美的“夜景”。而今
天，榔木村利用乡村生态优势打造新
的“夜景观”，舞出不一样的“夜经济”。

一片片莲叶田田的荷塘沁人心
脾，鸟语花香的动植物观光园逸趣横
生，太空鱼、小龙虾垂钓为城里人提
供了更加丰富的乡村休闲体验……
曲径通幽的荷塘小道上，一盏盏油灯
式路灯依次排列，营造朦朦胧胧迷人
夜景。在连绵起伏的山头上，或新种
下或绿满山坡的“茶海”层层叠叠，村
里规划的湘西黄金茶博览园已初具
雏形。

“过去榔木村种椪柑，现在我们
抓住创建美丽乡村机遇，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和茶叶产业。”榔木村村支书
石文峰满怀信心地告诉我们，榔木的
目标，就是通过思想转型化、农业精
品化、农业工业化“三化”，实现“三
园”——远看大茶园，近看大花园，实
际是农村与城市人的乐园。

“趁势而上”的不止榔木村。
生态和文化是湘西最美的底色，

也是湘西最大的底气。如何借力生
态与文化，推动湘西新一轮发展？

湘西州委、州政府《关于建设美
丽湘西的意见》中提出“着力打造生
态秀美、环境优美、民风淳美、社会和
美的靓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为把湘西
州建成民族文化彰显、人与自然和

谐、社会文明进步的国内外知名生态
文化公园打下坚实基础”。州第十一
次党代会强调：“要把湘西州打造成
自然山水大画园、民族风情大观园、
绿色产品大庄园、休闲旅游大乐园、
和谐宜居大家园，打造成宜居、宜业、
宜游、宜养的武陵胜境。”

湘西各地在打造美丽环境的同
时，积极发展美丽经济，建设美丽文
化，不断放大湘西的“美丽效应”——

土家原始古村落永顺县洞坎村
抓住生态优势，打造“绿色洞坎”“生
态洞坎”“魅力洞坎”，建成全省最大
的“竹梅山寨”，绘出一幅“竹在林中
生、梅在竹中留、鸟在梅间鸣、人在画
中游”的生动图景，乡村旅游红红火
火，集体经济实现井喷。

峒河之畔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吉首市矮寨坪朗村，珍视天地
与先人的馈赠，成立了湘西苗族鼓舞
传习所，打造出“坪朗豆腐”这一传统
美食名片，在延续古朴和谐生产生活
方式的同时，吸引着游客朋友纷至沓
来。

还有泸溪县武溪镇黑塘村三产
联动，打造“狮子山下葡萄沟”；保靖
县吕洞山镇吕洞村以“化石级”古苗
寨的独特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名片
……在这场“美丽行动”中，湘西自治
州100个美丽乡村因地制宜，做好山
水文字、彰显文化特色、展露出独有
的民俗风情。

青山变宝，文化鎏金。乡村旅游
蓬勃兴起，成为湘西旅游经济的一支
劲旅，成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重
要力量！

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村。

林在村中，村在画里叹环境之美

青山是宝，文化鎏金叹产业之美

融得进时代，留得住乡愁叹生活之美

花垣县双龙镇花垣县双龙镇

十八洞村竹子寨十八洞村竹子寨。。

吉首市马颈坳镇隘口村。

龙山县咱果乡脉龙村。

泸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泸溪县浦市镇五果溜村。。 （（本版图片均由湘西州美丽湘西办提供本版图片均由湘西州美丽湘西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