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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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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至

27

日，上海世博湖南周。

这一周湖南属于世界， 这一周世界瞩目

湖南。

土家的茅古斯跳起来了， 苗家的鼓舞舞

起来了， 侗家的芦笙吹起来了……在上海的

蓝天白云下，在世博广阔的园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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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演出

展示着湖南的多姿与多彩，快乐与激情。

湘绣、醴陵釉下五彩瓷、凤凰蓝印花布、

江永女书、益阳竹艺、浏阳菊花石、通道侗锦

……在中华艺萃馆里，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览区里，

11

位传承人向世界展示湖南人的灵

巧与智慧。

毛氏红烧肉、剁椒鱼头、东安鸡、临武鸭、

湘西腊肉、 辣椒炒肉……在湘菜馆的吊脚楼

里， 马头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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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湘菜在人们的舌尖起舞，

传递湖南人 “不吃辣椒不革命” 的热血与个

性。

到处是湖南元素。 远大空调给游客带来

丝丝凉意，浏阳烟花灿烂了浦东美丽的夜空，

益阳游艇载你夜游黄浦江……

但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

2010

年世博

会上，湖南要带给世界的岂止这些？

省委书记周强说得好： 绿水青山是湖南

最大的优势，最大的竞争力，也是最大的吸引

力。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南人献给世

界一个湖南馆———都市桃花源。 魔比斯环的

开放和无止境循环、纸和竹子材料的环保、溪

水桃花、梯田雪峰的四季美景，诠释了湖南人

对未来城市的构想 ：开放 、节能 、环保 、可持

续。 城市在森林里，森林在城市里，城市回归

自然，人与自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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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湖南向世人

贡献了一个乡村桃花源，当城市迅猛发展，今

天，湖南捧给世界一个都市桃花源。

“能吃辣椒会出书”的湖南人带来了一本

书———由湖南日报社和湖南省旅游局联合出

品的《湖南印象》。 素雅的封面，淡淡的远山，

象征湖南人的低调内敛。翻开来，是奇异的山

水，是灿烂的人文，是多彩的民俗风情，是这

块土地上长出的独特风物。 这是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党组书记、 社长覃晓光和省旅游局局

长杨光荣送给世界的一张特殊的名片， 是可

携带的都市桃花源。

2000

多年前就拥有长沙等多座古城的湖

南，一口气带来八个城市日，株洲 、湘潭 、常

德、永州、邵阳、娄底、张家界、怀化，它们以城

市的姿态亮相世博。

锦绣潇湘，快乐湖南。省旅游局郑重选出

了

8

条精品旅游线路，邀请人们看世博，游湖

南。 每一条线路，都从城市出发，在青山绿水

中穿行，又回到城市。

那么，炎炎夏日，我们何不来个城市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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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旅游观光的胜

地。湖南人文荟萃，湖湘文化开一代学风。湖南钟

灵毓秀，八百里洞庭气象万千，七十二峰衡岳云

蒸霞蔚，湘、资、沅、澧四水奔流，张家界、崀山胜

似人间仙境，韶山日出、岳麓书香、现代都市、边

城风情，构成一幅自然与人文相得相称的完美画

卷……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共同体验 “锦绣潇

湘，快乐湖南”的无穷魅力；欢迎来湘投资兴业，

与湖南人民共创美好未来！

———湖南省委书记 周强

湖南是伟人毛泽东的故乡，山河秀丽，文化

灿烂，令人心驰神醉、流连忘返……锦绣三湘 ，

前景无限。 来到湖南，您触目所及，到处是沸腾

的创业景象； 伸手所向， 到处是勃发的无限商

机。 真诚希望海内外各界朋友，关注湖南，支持

湖南，投资湖南，与

6900

万湖南人民共创美好明

天，共享发展成果！

———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徐守盛

《湖南印象》对于挖掘、发现“锦绣潇湘 ”的

诗意之美，宣传推介“快乐湖南”的旅游产品，引

导旅游消费和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旅游项目建

设，促进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加快实现我省建设

旅游强省目标，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湖南省副省长 甘霖

《湖南印象》对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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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州旅游文化资源

进行了梳理和挖掘， 为广大游客提供一份生动

的“湖湘山水文化导游词”，顺着这份导游词引

导， 游客可深入体验湖南奇山秀水背后的深厚

历史烟云和浓郁民俗风情， 感受湖湘文化薪火

代代传承的生命力。

———湖南省旅游局局长 杨光荣

《湖南印象》，展现了湖湘大地的秀美山川、灿

烂文化，我们将继续把这个栏目开办下去，并出版

一系列《湖南印象》书籍，希望大家关注它，并为我

们栏目写点文章，谈点感受。 我们专门成立了湖南

印象工作室，以把《湖南印象》办得更好，让它成为

世界了解湖南、爱上湖南的一个窗口，一张名片。

———湖南日报集团党组书记、社长 覃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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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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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29

日 星期四

湘潭：红太阳升起的城市

湘潭城市日

7

月

24

日 世博湖南馆

到了湖南，岂能不去湘潭？著名散文家梁

衡撰文《中国不可一日无湘潭》，因为领导中

国人民推翻旧世界， 建立新中国的伟人毛泽

东就出生在湘潭。

7

月

24

日， 湘潭人在世博湖

南馆里唱起《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浏阳

河》、《火车向着韶山跑》……看，邀请海外华

人华侨伟人故里行的水晶球启动了， 变成了

一颗红色的太阳，光芒万丈。

来湘潭吧，除了伟人故里韶山，湘潭也是

一个令人流连的城市。湘江边有望衡亭，有一

条古街———窑湾。

1910

年

6

月， 毛泽东在窑湾

一家粮行当过学徒。从窑湾的老房子穿过去，

沿着河边走，江中有一个杨梅洲。市里有关圣

殿，市郊有昭山，山上有

208

年历史的古蹬道，

曲曲折折充满禅意地通向山顶， 山顶有昭山

古寺，毛泽东

1917

年作社会调查时，曾在此宿

过一晚。

常德：桃花源里的诗意城市

常德城市日

7

月

27

日 世博园宝钢小舞台

世博中国国家馆，在入馆的人流中，你会

发现脚下有一块玻璃橱窗：“城头山———中国

最早的城市”。

城头山遗址， 中国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

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址。

6000

多年后 ， 在它的附近兴起了一座现代化城

市———常德。

常德，一座桃花源里的城市。一篇《桃花

源记》，让常德拥有了“世外桃源”的美誉。一

座浪漫的城市， 它竟然将一座防洪工程建成

一道长度载入吉尼斯纪录的诗墙。 台湾诗人

余光中称它为“外抗洪水，内抗时光”的“诗国

长城”。在沅水边，有一个高高的排云阁，“排

云”二字，取自唐朝诗人刘禹锡诗“晴空一鹤

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刘禹锡在常德度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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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贬谪生涯。常德还傍着“中国城市第

一湖”柳叶湖。

株洲：炎帝故里的动感之城

株洲城市日

7

月

25

日 世博湖南馆

1915

年，美国旧金山世博会上，白

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醴陵

釉下五彩瓷， 被誉为 “东方艺术的巅

峰”。时

隔

95

年， 醴陵瓷再次光彩照人地走入上海世博

会。

株洲， 它是建国初期八大工业基地之

一， 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

第一台电力机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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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全国第一。“和谐

号”动车组，承载着株洲的工业文明，驰骋大

江南北。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红官窑”

出品的醴陵瓷，被誉为“毛瓷”和“国瓷”，成

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瓷、 毛主席的生活用

瓷、 英女王的宫廷用瓷。 而株洲南方公司、

株洲电力机车公司、株洲车辆厂等一大批大

型企业，有着相当丰富的历史遗存。

张家界：拥有世界自然遗产的城市

张家界城市日

7

月

26

日 世博宝钢大

舞台

当张家界市市长赵小明向美国、 意大

利、比利时、阿联酋、波兰

5

个国家馆负责人

赠送中国最清新的空气让其馆藏时， 现场

掌声雷动。“空气让城市更清新， 文化让城

市更精彩”。这个拥有世界自然遗产的城市

这样定位自己的未来： 打造世界级的风景

旅游度假城市，建设绿色、低碳、宜居的城

市，并努力成为全球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

相处的典范和样板。

去张家界，除奇绝的山水风光之外，还

有大庸府城、土家风情园、秀华山馆、普光

禅寺等人文景点和 《天门狐仙》、《梯玛神

歌》等几台大戏。

邵阳：宋理宗命名的宝庆府

邵阳城市日

7

月

23

日 世博宝钢小舞台

舞台上，《神奇崀山》歌舞尽情上演，湖

南馆内，邵阳人打开了喷香的美酒湘窖。但

邵阳这座城市更醉人， 因为它是一座已经

沉淀了

2500

多年的历史古城。

邵阳市，资江与邵水交汇穿城而过。早

在春秋末期楚国大夫白善便在此筑城，称

白公城，属楚地。宝庆之名始于宋理宗。南

宋理宗赵均作太子时， 曾被封为邵州防御

使 。南宋宝庆元年

(1225

年

)

，理宗登极 ，用

年号命名曾领防御使的封地， 升邵州为宝

庆府。

除崀山外， 邵阳有八十里高山牧场南

山，有佛教圣地武冈云山，有绥宁黄桑自然

保护区。而邵阳市区有“双清秋月”、“龙桥

铁犀”、“六岭春色”等十大景观。

怀化：一座会呼吸的城市

怀化城市日

7

月

22

日 世博湖南馆

怀化是一座火车拖来的城市。 有了火

车，然后有了飞机、高速公路。于是这个拥

有“中国第一古城古镇古村群落”的城市，

越来越让更多的人惊艳。洪江古商城、黔阳

古城、荆坪古村、高椅古村、通道古侗寨等

为代表的

30

多处古城古镇古村群落集中连

片。怀化人称自己的城市是“一座会呼吸的

城市”。是啊，那蜿蜒的五溪吞吐着过往水

运的繁华， 那密集的古城古镇古村落吸纳

着千年的日月辰光，那快乐的苗族、侗族等

少数民族在天地间歌唱舞蹈。它呼吸着，因

此它永远鲜活，永远给你以惊喜。

永州：玲珑精致的古城

永州城市日

7

月

22

日 上海市虹桥宾馆

永州的玲珑精致，丝毫不逊色于凤凰。

它的潇水比沱江更宽广清幽， 它的名人

柳宗元和怀素比沈从文和黄永玉更久远，它古

城墙上的青苔不知道藏了多少故事。你必须知

道的是潇水湘水汇合于零陵频岛，才有了湖南

的雅称潇湘。永州是一本书，是一册线装书。它

不仅久远，而且好看。你可以去潇水边的古街

上看柳子庙，并去找一找柳子在此谪居

10

年写

下的《永州八记》的每一个景点。就在城区内，

看永州文庙，访朝阳岩、文昌阁、怀素公园、回

龙塔，你会有收获的喜悦，但即使你什么也不

看，走一走潇水上的浮桥，看一看绿幽幽的江

水，也会满足得不想离去。

娄底：青春靓丽的城市

娄底城市日

7

月

22

日 世博湖南馆

湖南馆内，娄底的紫鹊界梯田和神秘的梅

山文化吸引着中外游客，神奇的竹书让他们惊

叹不已。

娄底因相传是天上

28

个星宿中的 “娄星”

和“氐星”交相辉映之处而得名。清代中兴名臣

曾国藩、晚清外交家曾纪泽、辛亥革命先驱陈

天华、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国际共产主义

战士罗盛教都是娄底人。

走进娄底，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它是湖南

最年轻的地级市，

2010

年， 其城市环境优美度

却居全省第一。在娄底城区

42

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 分布着

12

个绿化广场和休闲公

园。市内有曾国藩故居、湄江风景区、波月

洞风景区、 洛阳湾古建筑群等旅游景点，

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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