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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端午小长假第一天，在绥宁
县上堡古国景区，气势磅礴的飞瀑、高大挺
拔的古老名木、姿态优美的珍禽异兽，尤其
是这里的原始与古朴令张先生一行贵州游
客动容。

今年端午小长假，全市各地主要旅游
景点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文旅产品推陈出
新，文旅融合、融活，游客醉在其中。记者从
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了解到：截至6月9
日，我市端午节小长假共接待游客80.42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82亿元。

多措并举 配齐旅游要素

我市旅游资源丰富，现有 350 余个大
小景区景点，其中有1个国家公园，1处世
界自然遗产，3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5处国家森林公园，7
处国家湿地公园，10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14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3A
级以上旅游景区30个。

6 月 6 日，在 2019“相约邵阳·无限风
光”旅游推介会暨旅游行业座谈会上，市文
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谢治辉在介绍我市
旅游产业“家底”时说：“得天独厚的良好生
态环境，这是我市发展旅游产业最大的优
势。抓旅游就是抓优势，抓旅游就是抓发
展，抓旅游就是保生态。”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印发
了《湖南省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线
路旅行社送客入村奖励办法》《邵阳市旅游
产业发展奖励扶持办法（试行）》，多措并举
完善全市旅游综合服务设施，擦亮文化底
色，围绕建设旅游强市，配置“吃住行游购

娱”要素，已开发形成了多条完整的旅游精
品线路。2018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同
比增长 53.57%，实现旅游收入同比增长
31.53%，增幅位于全省前列。

今年市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年内我市
新增100万以购票和住宿为目的的游客。时
间紧任务重，“向世界推介邵阳旅游，这的确
正当其时，邵阳旅游大有文章可做。”6月6
日，在2019“相约邵阳·无限风光”旅游推介
会暨旅游行业座谈会上，绥宁黄桑旅游风景
区上堡公司总经理唐寿根有点激动，“我市
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28家旅行社。只要做
好品牌推介，提升服务，将旅游资源产业转
化服务产业，我市旅游将大有可为。”

文旅融合 融出广阔市场

自然风光融合民俗文化，往往会产生
巨大的“化学”反应。

5月3日，2018-2019环球旅游小姐国
际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新宁县崀山开
赛，比赛分3个环节，分别是《古韵崀山》系
列——旗袍走秀、《时尚花雨》系列——泳
装走秀、《崀山之恋》系列——礼服走秀，现
场高潮迭起。崀山瑶寨非遗展演剧场，定期
进行崀山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展演。6月7
日，崀山风景名胜区经过多次预演，推出了
首个“情满崀山，浪漫瑶乡”瑶族婚俗大典，
游客可以在这里扮演新郞、新娘，体验一把
瑶乡传统婚俗。这丰富了崀山的特色旅游
产品，给游客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体验。

5月1日至3日，武冈市云山嗨花弄、同
保楼等景区组织“玫瑰之约”花海展、“挑战
网红桥”音乐派对、奇石文化展、国学经典朗

诵等各种主题文化活动，让游客目不暇接。
隆回县花瑶景区在 5 月 1 日至 4 日每

天都举行花瑶民俗文化展演，吸引了大批
游客前往观看。龙瑶幽谷推出了花海对歌、
篝火晚会等民俗活动表演，让游客白天观
景，晚上对酒听歌。

2019年绥宁苗族四月八姑娘节以“神
奇绿洲，醉美绥宁”为主题，节庆系列活动
从5月1日启动，一直持续至5月17日。姑
娘节期间，先后举行“醉美姑娘”帐篷民宿
节、第三届湘西南土货节暨“扶贫花开”文
旅创意产品展、2019绥宁四月八姑娘节开
幕式暨“姑娘回娘家”文艺演出、巫水画廓
行歌坐月、“仙境飞瀑”360 度全景展示、

“云端绿洲”热气球飞行体验、苗乡风情秀、
首届“激情黄桑”乡村音乐节、“古国探秘”
抖音大赛、“千面绥宁”无人机摄影大赛等
极具当地自然文化民俗特色的活动。通过
覆盖各种元素的文化活动，提升姑娘节影
响力，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展现绥宁全方位
之美，促进本地旅游产业发展。

城步“六月六山歌节”的前期宣传造势
猛烈，使得游客纷纷前来我市旅游观光，亲
身感受少数民族自治县的独特民俗风情和
一路美景上南山的诗情画意。

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全域旅游，推进
城乡统筹发展，充分挖掘乡村蕴藏的人文
遗迹、红色基因、田园风光、生活风情、自然
生态等旅游要素。文旅融合，成为吸引游客
的另一道风景。目前，我市自驾游、短途游
仍然是主流，乡村游持续火爆，红色旅游热
度不减。随着高考的结束和暑期临近，亲子
游、避暑游正在逐渐兴起。

文旅融合展动能文旅融合展动能

邵阳全域旅游渐入佳境邵阳全域旅游渐入佳境
邵阳日报记者邵阳日报记者 朱大建朱大建 通讯员通讯员 朱小华朱小华 新华社北京6月 9日电

（记者 余俊杰） 记者 9 日
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端午
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
总人数9597.8万人次，同比增
长 7.7%；实现旅游收入 393.3
亿元，同比增长8.6%。全国未
发生重特大涉旅安全事故和
投诉案件。

据悉，端午假期第二天是
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
东、福建、江苏、江西、湖北、湖
南、贵州、河南等地通过举办
赛龙舟、包粽子、着汉服、诵

《离骚》、祭屈原、挂艾草菖蒲、
点雄黄酒、画额、佩香囊等活
动，展示端午传统习俗。各地
还举办了非遗展演、端午民俗
体验、听八音、看山歌、跳竹竿
舞等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端午假期，各地还推出众
多旅游惠民活动。北京、天津等

地举办了15场“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城市活动，颐和园、圆明
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等场馆当天免票。黑龙江省大
部分A级旅游景区实行门票减
免打折等优惠活动。贵州省对
来黔旅游的外省游客实行收
费旅游景区门票五折优惠以
及高速公路五折通行优惠。

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数据显
示，受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
影响，今年端午期间到海滨城
市避暑玩水的需求大幅上涨，
乐园戏水、山间漂流成游客最
爱，端午假期参与避暑郊游的
游客占比达36.6%。海洋馆、水
上乐园、主题公园、龙舟比赛等
涉水项目广受欢迎。受假期时
间约束，“三小时”中短途出行
成为游客首选，周边游、自驾
游、高铁游成出行主流，70%的
游客出游半径不超过300公里。

端午假期国内游

接待总人数超9500万人次

“五一”这天，吃过中饭后，我们几人便匆
匆上路赶往邵阳县长乐乡伏溪村的马头岭。

枯木逢春绿叶翠

我们驱车驶过张家桥，即将进入张家
院子时，同行的刘长军指着伏溪小河岸边
不远的田埂，说：“快看，古树！”我所见过的
古树都是“远看像把伞、近看像座山”，这棵
可不是我想象中枝繁叶茂的古树。村里张
景雄老人告诉我，他们先辈来这里看到这
棵大树上有一对仙鹤，就决定在这里安营
扎寨繁衍后代，现在已有八代了。

古老的桑梓树见证着历史变迁和烽火
烟云，蕴藏着一个个凄美的故事。我们久久
凝视这棵饱经沧桑的古树，只见枯朽的树
梢残留着雷击的累累伤迹。真是无巧不成
书，自从伏溪被列入“国家旅游扶贫重点
村”以来，这棵古树枯木逢春，长出翠绿的
枝叶，上端枯枝昂扬，下端绿叶葱茏，彰显
出强劲的生命力，成为伏溪一大景观。

沧桑的青石板路

我们沿着山边油菜地没走多远，一条
长满杂草的青石板路展现眼前，显然，这是
一条少有人走的古道。山路羊肠，埋没在浓
荫中，拔草寻路，蜿蜒伸展。我走在这条古
道上，五味杂陈，开心的是终于见到久违的
青石板路了，忧伤的是饱经风雨侵蚀的青
石板路光泽不见了。并且发现有一段路面

受损，残留的青石板混杂在已晒干变硬的
泥巴之中，并留有机动车轮胎碾压的痕迹。

这些古老的青石板，把古道一个阶梯
又一个阶梯引向远方。青石板颜色有很多，
青色的，青中带黑的，青中带翠绿的，还有
青里带白色纹丝的。细细观察，我仿佛听到
脚步踩在青石板路上传来的声响，仿佛看
到了它那饱经风霜的岁月年轮。

这里不仅有长长的青石板古道，古道
旁还竖立着古石碑，刘长军撩开披在碑上
的杂刺看个究竟。是啊，这深山老林里的古
迹保存到今天更显其珍贵！

尽管青石板古道愈走愈陡峭，我们也
顾不上停下来歇歇脚，一个劲地往上爬。始
料不及的是一棵连根拔出的大松树横卧在
古道之中，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只得弯腰钻
过去。刘长军解释，这是风雪刮断的树木。

马脑亭亟待修缮

大伙儿一个劲地踏着青石板向上攀
登，同行的江教授走着走着气喘如牛，我也
两腿如注铅似的沉重。正在迈不开步子的
时候，走在前面的人突然高兴地说：“到
啦！”我抬头一看，啊，天空湛蓝，那近在咫
尺的树木杂草丛中露出“马脑亭”灰色的墙
垛。当我步履蹒跚地环绕这座古老的驿站
走了一圈，叹息不已：马脑亭已成废墟，木
梁横七竖八地交错倒着，只剩一块的樟树
横匾已落入花丛瓦砾之中，仅残留着进出

口的石大门和两侧砖砌的墙垛，昔日辉煌
已不复存。在半圆形石拱门中央竟然长出
一棵大树，茂密的树枝阔叶将大门上面雕
刻的“马脑亭”三个字全部遮住。

我们一行站在杂草丛生的马脑亭废墟
前面合影留念，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满脑
子想着要是能尽快修缮马脑亭和青石板路
该多好哇。刘长军告诉我，马脑亭所在地，
也只是马头岭的半山腰，山上还有许多古
迹“景点”，亟待开发、修缮、保护。

深山老林游客醉

大伙儿穿梭在茂盛的深山树林下，享
受着和煦春风的抚摸，耳闻小鸟婉转的欢
鸣，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的世界。枯草返
青，嫩嫩的，朝气蓬勃。绿树吐嫩芽，在阳光
的映衬下绿得发亮。山道弯弯，古道两边大
树参天，鸟语花香，真是天然氧吧。

刘长军细心讲解起来，伏溪不但地下
资源丰富，地上资源也十分丰富。曾几度有
人办碎石场，都被村委会制止。历届村干部
不为利益所动，再穷不开采矿，不办有污染
的厂，不破坏生态。是啊，我们所到之处，伏
溪的水土资源保护得良好。

返回途中，大伙儿围绕开发伏溪旅游
景区献计献策。有的说：“在伏溪保留这么
长的青石板古道，还有古碑、古驿站，实属
罕见，我们要积极向文物、旅游等有关部门
报告，争取尽快立项。”有的说：“我们要大
力开展招商引资，对伏溪这些珍贵的古迹
进行抢救性修缮。”有的说：“当务之急，是
修缮古道，修缮马脑亭，保护好古树和老
林，开展乡村旅游。我们要致力当好宣传
员，让伏溪走向三湘四水、神州大地、世界
各国！”

马头岭上风景如画
罗 础

6月仲夏杨梅红

6月8日，游客在贵州省台江县老屯乡百合种植基地赏花

（无人机拍摄）。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老屯乡种植

的 400 余亩各色百合花陆续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2016年以来，台江县老屯乡以“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式实施百合花种植扶贫项目，既带动了乡村旅游，又促进当地

村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贵州台江：“百合经济”带火乡村旅游

何 嫘

6月仲夏，梅香靖州。6月
6日，从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杨梅办传来消息，“木
洞庄园”2019湖南·靖州·杨梅
节暨产业扶贫促销活动将于6
月15日在坳上镇正式开幕。

本次活动以“品靖州杨
梅，赏苗侗风情，促产业扶贫”
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和开摘仪
式、产业扶贫进社区、渠道商
对接会，以及长沙宁乡市关山
古镇杨梅品鉴会等内容。

据悉，靖州杨梅种植史超
过 2000 年，是全国杨梅主要
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杨梅
之乡”，其特有的“木洞杨梅”
更是享有“江南第一梅”的美

誉。靖州杨梅被认定为国家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国家生态
原产地产品、绿色食品A级产
品，是湖南省十大农业区域公
用品牌之一。

近年来，靖州积极探索
“种植基地+加工园区+研发
中心+商贸物流+文化旅游”
五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新业态，
形成了十万梅山风光，打造了
百里苗侗画廊，吸引了百万各
方游客，推进了农、文、旅融合
发展。靖州以梅为媒，杨梅节
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
新，规模不断扩大，全县杨梅
基地发展到 10 万亩，年产鲜
果 6.8 万吨，年产值过 10 亿
元，带动1.1万名贫困群众脱
贫增收。

6月仲夏，梅香靖州
2019靖州杨梅节来了！

苗族四月八苗族四月八，，姑娘回娘家姑娘回娘家。。 唐寿根唐寿根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