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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何处无桃花，惟有此地享美名。
中国·桃花源景区 2017 年仲秋时节正

式开园。让“桃花源”这个强大的文化符
号和陶渊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
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这一千古
名篇连同湘西北的文化景观和人文精神，
在沅江的一个拐弯处，唤起全球华人对于

“桃花源”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放下
尘世沉重的包袱，迈开轻快的脚步。一路
聆听，一路感受，回到桃花源，找回心灵
的故乡。”

中国·桃花源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西南
部，与张家界景区、凤凰古城景区共同构
成湘西北旅游金三角。

历史的桃花源，一直久负盛名、闻名遐
迩。早在1600年前的晋朝，道教文化已在桃
花源扎根，唐朝时已是我国四大道教圣地之
一，与峨眉、武当、南岳齐名，享有第三十五
洞天、第四十六福地的美誉。古代潇湘八景
之一的“渔村夕照”就在桃花源。千百年来，
桃花源的人文美景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羽
士高僧来此游历沉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
文墨迹，逐步整合形成了儒、道、佛、傩等多
样文化形态。

桃花源文化，可谓融合中国传统田园
文化、农耕文化、诗词文化、儒道隐逸文
化等多重元素于一体，为中华文化浓缩之
精华。2001 年，常德桃花源就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森林公园，《辞海》

《辞源》唯一添加注释的 《桃花源记》原型
地就在湖南常德。

常德市委和市政府顺应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的趋势，确定了桃花源未来的发展定

位，就是要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
度假目的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国家 5A级
景区，传承桃花源文化、展现桃花源生活
的“中国·桃花源”品牌。

常德市文化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人对桃花源有更深的理解，她说：“桃
花源是源于对《桃花源记》中美好生活的向
往，是一种美与和谐的生活状态；它不仅是
一个景区，更是一个印上了中华传统文化烙
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地方。我
们用现代人的视角把中国传统文化体验融
入进去，使人们在中华文化的洗礼中感受爱
与温暖；让每一个管理者、经营者、服务者、
游客都成为‘真善美’的使者；让桃花源成为
中华民族精神象征。”

为了弘扬桃花源的精神价值，桃花源
景区改造提升，于今年9月底破茧而出，凤
凰涅槃。

改造后的景区，创下诸多“之最”。现
藏于景区“桃源工”艺术博物馆里的一座
长 15.88 米、宽 6.3 米、高 3 米的巨型根雕，
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岩柳根雕；景区百
床馆是全国旅游景区内唯一以“桃源工”
木雕床为主题的展馆；中国实景剧第一人
梅帅元领衔打造的“桃花源记”在国内第
一台大型河流剧场实景演出；世界桃林博
览园，汇集了全球80%的桃花品种，是国内
桃花品种最丰富的景区……当年，武陵渔
郎溯溪而上，误入桃花源，在村落里感受
到了人间的温暖与平和。现如今，秦溪芳
草依然，幽深绵长。每当夜晚，“武陵渔
人”张网捕鱼的劳作，“牧童短笛”悠远的
牧歌，“落英缤纷”的壮美画面，皆在这里
上演，桃花源里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在山

水实景演出《桃花源记》中呈现。
当年，武陵渔郎从山谷狭口进入世外桃

源，便与世隔绝。而今，淳朴宁静的田园风
光，鸡犬相闻的和谐圣境，原始古朴的民俗
活动，穿越千年成为秦谷的真实写照，为忙
碌的都市人寻得一方安宁。而这，正是“桃
花源生活”的应有之境。

山中水声潺潺，山风轻拂。桃花山集
萃了 15 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是名副其实
的“国宝山”。到这里的诗词楹联碑刻中追
寻古迹，可与古人“对话”，领略千百年来
的桃花源文化。赏湖光山色间，静影桥下
波光潋滟，五柳湖畔绿柳拂烟。摇橹泛舟
湖上，看两岸特色民居若隐若现，去桃源
人家·光点聚落感受桃花源特色民宿之美。
登上桃源山，则可领略道宫紫气、高阁流
霞。看渔村夕照，览沅江辽阔，自己仿佛
成为了一名超凡脱俗的“神仙”，“桃花源
生活”意境进一步升华。

形如葫芦的桃花源古镇，是以常德善
德文化与隐逸文化的代言人、上古时期的
隐士善卷先生为脉进行空间创意的市井小
镇。小镇内荟集北方四合院、南方一颗
印、六合同春等多种传统建筑形态，犹如
一座大型的开放式传统建筑博物馆。不仅
设有大型餐饮、潇湘特色小吃、庙会小
吃，更有传统客栈及特色旅游商品街，再
现千年湖湘民俗文化魅力。传统而不失新
意，庄重而不失秀美，“桃花源生活”在这
里豁然回归现实。

桃花源人，将用文人的浪漫、商人的
智慧、哲人的思维，用心、用情经营好中
国·桃花源这个全球华人圆梦的圣地，使
其成为常德对外开放新窗口。

本报北京电（记者罗 兰）日前，江
苏省苏州市、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杭
州市、山东省烟台市、贵州省遵义市、福
建省厦门市、贵州省贵阳市、海南省三
亚市、广东省深圳市、山西省晋中市等
20个地市和贵州省花溪区、贵州省盘
州市、枣庄市台儿庄区、北京市延庆区、
甘肃省敦煌市、山东省临朐县、福建省
泰宁县、重庆市渝中区、枣庄市山亭区、
龙岩市永定区等 20个区县进入“2017
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

为更好传播各地全域旅游建设经
验、助力全域旅游健康发展，由人民
日报社指导、人民网与《国家人文历
史》杂志社主办、百代旅行承办了本
次全域旅游魅力指数评选活动。该评
选以游客体验为核心，统筹专家、网

友、地方数据等三方内容，进行总分
为200分的综合评定，其中基础数据占
据100分、专家评审占据60分、网友
投票占据40分，并根据最终得分评选
出“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
榜地市级TOP20”和“2017中国全域
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区县级TOP20”。

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副
会长魏小安在“2017中国全域旅游发
展论坛暨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颁
奖典礼”上发言称，“2017 中国全域
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公平公正公开
的举办，有利于推进全域旅游的发
展，带动全面消费，缩小了与世界上
已形成全域旅游格局的旅行发达目的
地的距离，提升了国人的旅行眼光和
生活品质。

本报电（梁 冬） 山西长治平顺
太行山通天峡首届“国粹盛宴”文化
节将于9月23日举行。平顺县的挂壁
公路、国内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贯穿
南北。通天峡峰峦恰似刀削泼墨，逶
迤连绵，峡谷蜿蜒曲折，飞瀑跌岩，
奇石险峰林立。这片土地承载着中华
民族悠久而灿烂的古代文明。

“国粹盛宴”文化节为了弘扬民

族文化之精粹，丰富通天峡景区的文
化内涵，将开展一系列文化活动，包
括邀请专业武术队表演中国武术，展
示各项拳法套路并现场授课，让游客
亲身体验；邀请专业人员在石舫码头
弹奏古琴，游客可赏山游水听琴音；
在通天洞口，为游客提供笔墨纸砚，
学习书法运笔，临摹 《兰亭序》，感
受书法的魅力所在等活动。

本报电（晓 晨）首届延怀河谷葡萄
文化节近日举办。文化节期间发布了
延怀河谷精品旅游路线，举办葡萄酒品
鉴、果品采摘、葡萄擂台赛、红酒马拉松
等活动，旨在发展葡萄观光游和采摘体
验游，深度挖掘葡萄及葡萄酒文化，为实
现全域旅游提供精品旅游资源，将延怀
河谷葡萄产区打造成京郊旅游金名片。

北京市延庆区和河北省怀来县山
水相连、地缘相接，位于首都西北门户，

处于北纬 40 度葡萄种植的“黄金地
带”。延怀河谷葡萄及葡萄酒产区以
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酒庄文化旅
游为主导产业，是具有资源共享、产业
融合、一体化发展特征的区域经济体。
在两地的共同努力下，延怀河谷葡萄
及葡萄酒产业目前发展迅猛。延怀河
谷产区共有葡萄种植面积 26.32 万
亩。延怀河谷产区共有酒庄酒堡 43
家，年接待游客90万人次。

首届延怀河谷葡萄文化节举办

山西通天峡举办“国粹盛宴”文化节山西通天峡举办“国粹盛宴”文化节

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榜单出炉

心灵的故乡心灵的故乡 中国桃花源中国桃花源
刘祉言刘祉言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易县，古称“易州”，因有易
氏部落居于易水而得名，距今已有 1400多年的历
史。而今，300多处古文化遗存遍布全县，其中世
界文化遗产一处。境内有 17 座水库，5 条较大河
流，是华北地区水量丰沛的县。全县坚持绿化美
化保护生态环境，林木绿化率52.5%，被列为“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

提振全域旅游发展信心

美丽的山水是自然馈赠，灿烂的文化是历史
的瑰宝。近年来，易县着力保护生态环境的同
时，将旅游产业紧紧融进县域发展血脉，以“清
西陵、狼牙山、易水湖”三大核心景区为主导，
集中打造了一批新业态项目。其中综合治理的易
水湖面积达27平方公里，库容3亿多立方米，水
质达到国家二级引水标准。易水湖山美水美，景
区实现了从“半日游”向“吃住行游购娱”全业
态的大步迈进，成为全国“公司+农户”旅游扶
贫示范项目。

提振全域旅游业，易县全面实施旅游交通、通
信提升工程。旅游区域实现了 4G 网络全覆盖。
同时，深入开展农村“卫生革命”和“两改一清一
拆”专项行动，在旅游观光线路打造了22个绿化节
点及4条景观大道，狼牙山镇东西水村入选“中国
乡村旅游模范村”。

深化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为形成新的生产力，易县发动社会力量参
与全域旅游建设，实现创造收益共享，调动了
群众投资入股的积极性。据介绍，仅易水湖工
程就吸引旅游投资 10 亿元，先后建成老子峰、
养生岛、易文化商业街等景点，以其特色吸引
游客。太行水镇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太行风情吸引了来自八方的游
客，2016 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旅游扶贫 （公
司+农户） 示范项目，被河北省列为首批“创建
类”特色小镇。

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鼓励群众为全域旅游献计

出力。易县彰显新举措，推进“管委会+乡镇（村）+
公司”景区管理体制，狼牙山景区实施专项规划编
制成效显著。站在狼牙山顶远眺，漫山遍布苍松翠
柏、飞瀑流泉尽收眼底；森林覆盖率达80%，是名副
其实的天然氧吧。耸立山顶的“狼牙山五勇士纪念
塔”，让后人永远铭记马宝玉、葛振林等五勇士抗击
日寇、宁死不屈、舍身跳崖的英雄壮举。

为打造大狼牙山景区秀美风光，近年来，狼牙山
中凯集团出资上亿元建成了由油菜园、牡丹园、玫瑰
园构成的万亩花海，以及龙门湖欢乐世界，全力打造
出“春看山花、夏感绿、秋赏红叶、冬嬉雪”四季景观。

全力推进旅游示范区建设

易县实施“精品打造，龙头带动”战略，

推进旅游示范区建设，进一步叫响易县旅游品
牌，在全力提升清西陵、狼牙山、易水湖三大
核心景区的同时，加快燕都古城、燕下都、紫
荆关等景区建设。燕都古城是依托燕文化、以
易水河景观打造的集旅游集散、文化休闲、古
建博览、特色商业、生态居住于一体的文化创
意旅游综合体。在燕下都遗址保护区内，循着
九女台、武阳台、望景台、古城墙等历史遗
迹，成为游客追寻易县千年文化的好去处；修
葺后的紫荆关，以“畿南第一雄关”面貌展现
在世人眼前。

满山树木层层吐绿，烂漫山花次第开放。在
构筑京津冀旅游圈建设中，全景“易州”真诚迎接
游客到来！

建设全景易州 助推全域旅游
冯英华

建设全景易州 助推全域旅游
冯英华

下图为易水湖休闲小岛下图为易水湖休闲小岛 李文明李文明摄摄

“一带一路”旅游部长会议日前在成都
举办。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保加利
亚、柬埔寨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部
长围绕深化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大会
发布了 《“一带一路”旅游合作成都倡
议》，获得沿线国家积极响应。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深化合作、共享旅游业发展果
实，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共识。

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表示，近年
来，中国主动参与、积极推动全球旅游业的大发
展。“一带一路”让旅游市场更加广阔，让旅游资
源价值更加凸显，让旅游便利性进一步提升，让

各国政府更加重视旅游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旅游国际合作环境。各国旅游主管部门应
紧抓机遇，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深化合作，共同
分享旅游业发展的果实。

沿线国家旅游部长们在研讨中对“一带一
路”倡议给予高度评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旅
游业已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受益匪浅，通过
共商共建共享，提高了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深化
了旅游产业的国际合作，扩宽了旅游事业的发
展空间，未来将进一步深化沿线国家的旅游合
作，开启“一带一路”旅游新格局。

俄罗斯联邦旅游署署长萨福诺夫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是能够在全世界开展的推动旅
游发展的项目。中俄两国是邻国，两国之间有
很多旅游合作项目，有铁路的联系，可以率先考
虑发展铁路旅游。

哈萨克斯坦文化与体育部副部长阿斯卡
尔·巴塔洛夫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给哈萨克斯
坦旅游带来了很多发展机遇，希望在此框架下，
和中国及其他国家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西班牙国家旅游局局长曼纽尔·巴特勒表
示，愿意积极推动并乐见更多西班牙旅游企业
和旅游机构早日加入世界旅游联盟大家庭。
中国在西班牙家喻户晓。近年，西班牙高度关
注中国旅游市场，中西旅游有很大的合作发展
空间。西班牙政府强烈希望与中国政府在旅
游方面深度合作。

斯里兰卡旅游发展与基督教事务部长约
翰·阿玛拉通加说，目前，斯里兰卡正在积极
发展旅游业，因为它对经济的支持非常大。
斯里兰卡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并提供
全力的支持。斯里兰卡希望与世界各大洲的
国家相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鼓励人们
到多国观光旅游。

柬埔寨旅游部部长唐坤表示，柬埔寨方面
完全支持“一带一路”的各项倡议。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很多的共同
点，并且都愿意积极发展旅游业。在“一带一
路”倡议，这样一个双赢理念的推动下，相信可
以帮助参与其中的国家，重点发展旅游产业，进
而带动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发展。

保加利亚旅游部长尼科利娜·安吉科娃表
示，保加利亚视世界旅游联盟为发展同中国旅
游合作的重要平台，将努力扩大来保加利亚的
中国游客数量，加大保加利亚旅游项目在中国
的宣传力度。明年保加利亚将专门来中国宣
传旅游，并计划在中国成立旅游信息中心，介绍
保加利亚旅游资源。同时，还计划推出保加利
亚与罗马尼亚、希腊等邻国的联合旅游产品，吸
引更多中国游客前往保加利亚。

马达加斯加旅游部长亚鲁瓦纳·罗兰·拉
齐拉卡说，马达加斯加非常欢迎“一带一路”倡
议。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参与。马达加斯
加作为印度洋上的岛屿国家，希望能够参与到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前
来马达加斯加。

塞舌尔旅游、民航、港口和海运部部长
莫里斯表示，中国跟塞舌尔之间一直保持着
长期良好的双边关系。双方将继续在旅游的
推介和旅游的市场宣传、旅游培训、旅游安
全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深入合作。同时，塞舌
尔高度重视与中国的旅游合作，在“一带一
路”倡议下，旅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欢迎
中国企业到塞舌尔进行旅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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