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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后记

湖南通道：处处“魅”景步步“侗”情
这是一方让你放飞心灵、恣意

徜徉的文化圣地。
这是一方让你纵情山水、自由

呼吸的生态净土。
这是一方让你全域旅游、寻梦

家园的美丽乡村。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

西南边陲，湘、桂、黔三省（区）交界
处的侗族聚居区腹地，是湖南省成
立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素
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享
有“侗族文化活态博物馆”“绿色海
洋”“红色圣地”的美称，是“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湖南段）”“张桂国际

旅游走廊”“大桂林国际旅游圈”
“湘桂黔渝文化旅游黄金线路”的
重要节点。

通道侗族自治县也是全国绿
化模范县、全国生态示范区、中国
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全国文化百强
县、全国最佳休闲旅游县、中国大

学生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县、中国最具潜
力的十大县域旅游县、湖南省旅游
强县、湖南省全域旅游示范县、湖
南省特色县域经济（文化旅游）重
点县。

今年国庆节，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
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通道县）在皇都侗文
化村推出 2020全新打造的大型侗寨山
水实景演出让世界“侗听”《戊梁恋歌》，
让四方游客亲临体会侗家人“饭养身，歌
养心”的文化氛围。

整场演出舞台背景为原生态侗寨，演

员为勤劳朴实、能歌善舞的侗家儿女，旁
边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普修桥，配合绚
丽多彩的灯光、跌宕起伏的剧情，让观众
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从中，我们感受到了通道县文化旅游
的独特魅力，看到了通道县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的蓬勃气象。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窗口。
通道侗族文化资源独具特色，民俗风

情深厚淳朴，人文景观古朴典雅，自然风
光秀丽怡人，是目前全国侗民族特色保存
最为完好、人居生态环境质量上乘、极具
旅游开发价值的自治县之一。近年来，通
道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生态立县、旅游
兴县、文化强县”发展战略，着力推进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文化和旅游融合已迈入
发展快车道。

“我们着力抓好文旅产业顶层设计，
在‘旅游兴县’征途上，围绕大局定位，明
确以全域旅游为目标和载体，一张蓝图绘
到底，举全县之力推进旅游‘二次创业’。”
通道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该县通过编制《通道县全域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明确全域旅游资源开发、产业
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思路方法。围绕
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相继出台《百里侗
文化长廊旅游规划》《龙底景区旅游规划》
等一批控规详规，皇都侗文化村、通道转
兵纪念地、芋头古侗寨、龙底漂流等重点
景区项目规划，以及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将全域旅游理念和部署落到景区、落到项
目、落在实处，力争全县上下一盘棋。

同时，该县着力强化服务体系建设，
构筑高效便捷的旅游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文化服务功能，持续增强旅游配套服务。
目前，除了包茂、武靖等两条高速公路过

境，通道县还联合争取张吉怀铁路南延桂
林高速铁路过境，5条县道升级为省道，旅
游可进入性明显增强。全县农家书屋的
设备和图书配送工作全覆盖，村级公共文
化服务设施、体育健身设施设置率和覆盖
率均达到100%，公共文化服务的受益率
达96%。通过引导全民参与旅游服务经
营，旅游商品生产销售、旅游星级饭店、特
色民宿等服务设施增长迅猛。

该县还积极扩宽文旅产业投资融资
渠道，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用好用活政府
融资平台，引导民间投资和招商引资，实
施侗族风貌治理和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
设，开发建设皇都侗寨、芋头侗寨、通道转
兵纪念地等景区以及侗苗风情、生态丹霞
精品线路，推动皇都侗族风情街、非遗传
承基地、横岭菊花产业园等引资项目建
设，创建格莱蒂斯等4家3星级旅游饭店，
旅游经济型接待酒店发展到98家。

据了解，通道县还切实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通过举办文化专业培训班，挖掘侗
族传统文化的民间艺术人才和乡土人才、
非遗传承人的传承培训和县职校招生培
养文化旅游人才；长期与湖南大学、湖南
工艺美术学院开展文化创意合作，针对非
遗文化研发侗族文化特色旅游商品；与湘
潭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对旅游经营管理在
职人员提供专项培训，并为通道县旅游发
展建言献策。

在“旅游兴县”征途上，通道县
不断丰富文旅业态。

该县一批文化旅游企业紧紧
围绕侗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致力于文化创意旅游商品开
发，目前已开发出8类126种文创
旅游商品系列，延伸了旅游产业
发展链条，填补了短板。侗寨景
区深入挖掘侗族歌舞、曲艺和民
间传说故事，编排适合游客欣赏
的文艺演出节目，目前构建了皇
都室内歌舞演艺、“让世界侗听”
皇都实景演出、“邂逅神秘古侗
寨”芋头游园式文化演艺产品等
文化旅游产品。

通道县还挖掘了申世遗侗寨
民俗风情体验、农耕体验、“重走长
征路”红色旅游产品等深度互动项
目，开发了研学旅行、养生度假、科
考探险等新业态，策划了通道转兵
纪念馆、晒口库区、兵书阁和文星
桥旅游环线，县城打造了沿河两岸
休闲、旅游购物、文化体验等旅游
体验方式。

走进今天的通道县，处处是
“魅”景，步步是“侗”情。在这里，
“红色圣迹”“生态休闲”“民俗风
情”交相辉映，“红”“绿”“古”3条
精品骑行徒步线路将通道旅游串
联起来，有机构成一幅现实版的中
国侗乡“清明上河图”，被誉为“都
市旅人的后花园”“中国和谐社会
的原始版本”。

民俗精品悠悠古韵
底蕴深厚的侗民族文化，无疑

是通道县的天赐之美。

在通道县，侗族语言、服饰、
歌舞、饮食等13个方面习俗，保
存十分完整，独具特色，魅力迷
人。全县有侗族芦笙音乐、侗锦
织造技艺、侗戏等国家级“非遗”
保护项目3项，有侗族大歌等省
级“非遗”保护项目 7 项，有“非
遗”项目代表性国家级传承人 3
人、省市级传承人34人，通道县
是文化和旅游部命名的全国唯
一的侗锦织造技艺国家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

在通道县，侗族建筑技艺神奇
精湛，芋头侗寨古建筑群等6处为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横岭鼓楼等
9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芋头、
坪坦等2处侗寨入列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兵书阁村等28个村寨入
列中国传统村落，通道侗族村寨于
2012年入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录，是国家向联合国重点推荐
的十个申遗点之一。

依托底蕴深厚的侗民族文化
资源，通道县精心打造“神奇古寨”
民俗精品线路。

从通道县城出发，途经芋头古
侗寨—皇都侗文化村—横岭古侗
寨—坪坦古侗寨—高步侗寨—中
步侗寨，全长约24公里。在这里，
俯瞰侗乡古寨，寨门鼓楼巧夺天
工，风雨桥群聚纳风水，恍惚间穿
越唯美时空、梦回素雅明清；在这
里，领略侗族风情，侗族大歌唱响
天际，芦笙舞蹈势冲云天，与纯朴
好客的侗乡人载歌载舞；在这里，
体验侗家生活，油茶、苦酒香醇诱

人，合拢长宴美食荟萃。
是的，兴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

芋头古侗寨是“百里侗文化长廊”
的起点，有“侗乡小布达拉宫”“侗
族建筑的实物博物馆”的美名；公
认为“世外桃源”的国家4A级景
区、国家乡村旅游名村、湖湘特色
文旅小镇——皇都侗文化村，福
桥卧波，芦笙悠扬，歌舞醉人，油
茶飘香，苦酒香醇，合拢宴多情；
坪坦河畔的诗意侗寨——横岭，
背靠青山，三面环水，取势纳气，
前照后靠，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高
度和谐；“百里侗文化长廊”的核
心区域——坪坦乡是“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堪称“侗族建筑艺
术活态博物馆”……在这里，你将
品味到浓郁醉心的民族风情，将惊
叹于侗族文化的悠悠古韵。

绿色精品生态宜人
在通道县，自然生态美景如画。
通 道 全 县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75.55%，被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授
予“中国天然氧吧”称号。以万佛
山、独岩、将军山和神仙洞等为代
表的丹霞地貌是少见的地质奇观，
构成了当地自然观光的基本景观
要素。

这里有国家自然遗产、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
产提名地、世界地质公园申报地、
中国四大峰林之一的万佛山，有万
佛山·侗寨国家风景名胜区、玉带
河国家湿地公园，有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皇都侗文化村和芋头
侗寨，有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神

仙洞、横岭侗寨和龙底生态景区，
还有九龙潭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宏
门冲原始次森林、恩科亚热带沟谷
雨林。

依托神奇的自然风光，通道县
精心打造“生态丹霞”绿色精品线路。

从万佛山集散中心出发，途经
江寨—神仙洞—将军山—万佛山，
全长约16.8公里。沿途亲密接触
唯美自然、舒怀静听的“万亩松
涛”，既可悠然见南山，也能让心灵
惬意呼吸、自由舒展。这里林海莽
莽，曲径通幽，山水如画，气候宜
人。万佛山、神仙洞丹霞地貌奇
观、龙底河漂流大峡谷、宏门冲原
始次生林、恩戈亚热带沟谷雨林、
九龙潭瀑布群落等自然景观相映
成趣，是不可多得的避暑休闲、健
康养生胜地。

红色精品熠熠生辉
在通道县，红色文化影响深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

长征途经通道县时，中共中央负责
人在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史称

“通道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
提出的改变原定计划，转向敌人力
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避
免了3万余中央红军全军覆灭，是

“实现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通道县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好运
转折之地。1930—1934年的4年
间，先后有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
红六军团、中央红军途经通道县，
红军的足迹遍布通道县域，留下了
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和生动感人
的红军故事。

目前，通道全县与红色旅游
有关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市
县级文化保护单位8处，通道县
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湖南段的重
点建设区域，入列了国家第二批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
单。通道转兵纪念地已建成为国
家AAA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也是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湖南省党性
教育基地。

依托红色文化，通道县精心打
造“重走长征路”红色精品线路。

这条线路从国家4A级景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湖南省党性教育基
地——通道转兵纪念馆出发，途经
张家寨—粟冲—花界—占字—兵
书阁村，全长8公里，沿途溪水潺
潺，植被丰富，花海浪漫，苗寨歌
鼟，还有集桥、亭、阁、殿为一体的
古建筑兵书阁。

重走长征路，让我们追寻红色
印迹，感受红军精神的力量，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在这里，红六军
团小水战斗牺牲的先烈们演绎了
一曲先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
歌，矗立于险峰群间的纪念碑，萧
克将军亲笔题写了“红军精神永
存”；芋头“一盏马灯的故事”，诉说
了红军与侗族人民深厚的“军民鱼
水情”。一处处催人奋进的红色胜
迹和感人至深的红色往事，让红色
基因代代传承，长征精神在新时代
熠熠生辉。

风情无限，魅力无限。
这就是通道县，一方融山、

水、文化为一体的独具民族特色
的热土。

通道县旅游资源丰富，种类
齐，组合好，特别是原生态侗民族
文化、自然生态风光、古朴人文景
观三大板块交融相汇，独具魅力，
由此形成的“浓郁异质文化差异
感”对于寻找理想旅游目的地的人
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文化承载历史，旅游展示文

化。今天，“旅游兴县”已成为通道
县全民共识、全民行动。今天，通
道县正在奋力打造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县。依托神秘的民族文化、神
奇的自然山水、神圣的红色胜迹，
通道县抢抓国家实施“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两
大历史机遇，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
展步伐，必将焕发更加绚丽的光
彩，必将成为怀化乃至湖南旅游极
具潜力、极富活力的发展高地。

文/吕克兵 何君林

2019年，通道县文化旅游限上
企业9家，限上企业营收比上年增
长23.08%；以侗锦织造为主营业务
的非遗文化企业营收比上年增长
71.1%，以文化创意工艺品开发为
主营业务的企业营收比上年增长
21.01%，以旅游接待、研学旅行为
主营业务的旅游企业营收比上年增
长20.65%；全县实现接待各类游客
4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28.2
亿元。

2020年上半年，通道县文化旅
游企业发展到227家，其中文化娱乐
企业32家、工艺制造企业6家、旅行
社（包括在通道县设立的旅行社分
社）9家、星级旅游饭店6家、乡村旅
游经营实体110家、旅游特色民宿
62家、景区经营单位2家；文旅企业
劳动就业人数3.5万人，占全县劳动
就业人数的24%。

“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
最后一年，我们在努力抵御万佛山
景区闭园、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
下，预计全年全县接待各类游客508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0.7 亿元，与

‘十二五’末比较，仍然分别实现年
均增长13.6%、16.6%。”通道县相关
负责人自信地表示。

在通道县，我们看到了文旅产业

迅猛发展的强势，也看到了文旅产业
发展的辐射带动效应。

带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
展。该县坚持农业与旅游基础共建
共享，依托万佛山·侗寨国家风景名
胜区，高品质发展休闲农业，打造铁
皮石斛、兰花、菊花、荷花、绿色蔬菜
观光体验基地，建成了省级农业科
技园区。

带动传统工业向旅游工业发展。
该县以促进旅游发展、巩固生态优势
为目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中药材加
工、旅游商品生产等加快，开发了一系
列极具侗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如侗锦、
芦笙、银饰、木工艺品、七彩泡椒、土特
山货等。

带动了城镇化与现代服务业的融
合发展。旅游市场的需求，直接拉动
核心景区及周边城镇信息、金融、商
贸、房地产等服务业快速发展。

带动了就业和农民增收。通道
县大力推进景区带村、产业融合等
扶贫模式，在文化旅游扶贫带动下，
7000余户贫困户参与旅游及关联产
业，“十三五”期间共帮助2.57万贫
困人口成功脱贫，人均年收入增长
800元以上，景区内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以上。

通道转兵纪念馆通道转兵纪念馆。。

万佛山万佛山。。

横岭古侗寨横岭古侗寨。。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芋头古侗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芋头古侗寨。。 吴满亮吴满亮 摄摄

丰富文旅业态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B
皇都侗文化村皇都侗文化村。。 何洪伟何洪伟 摄摄

坚持旅游兴县 加快文旅融合发展A

文旅产业振兴 凸显辐射带动效应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