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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至桃江不思归 百媒记者献锦囊
建议桃江全域旅游讲好更多美人故事，写就竹林生态大文章，把好风景变成“好钱景”一曲《桃花江是美人窝》让益阳桃江名扬

神州大地，蜚声海内外。
11月3日至5日， 来自全国近百家媒体记

者齐聚桃江， 参加桃江全域旅游推介“六个
一”系列文化活动，以及上吉一·2017年新丝
路湖南模特大赛总决赛。 气势磅礴的飞水岩
瀑布、恍若仙境的桃江竹海、独具特色的竹笋
宴、地方原创花鼓戏《桃花恋》……让他们深
深沉醉，纷纷感叹“桃江美，惹人醉，不思归”。

■记者 和婷婷 卜岚 蔡旻旼

“这里不仅有美人美山美水，还有
漫山遍野的‘黄金’———竹林。”第一次
来到“美人窝”，广西日报全媒体营销中
心副总经理傅清龙被眼前的竹海所震
撼，他认为竹产业是今后桃江重点发展
的方向，可“以竹为媒”把竹系列产品推
向全国甚至世界。

竹香飘四海，桃花映九州。作为“中
国楠竹之乡”， 桃江拥有竹林115万亩，
200多家竹类企业， 生产竹地板、 竹胶
板、 竹家具、 竹工艺品等竹产品400多
种，是湖南省“千亿竹产业工程”核心基
地。在桃江，这一根一根竹子可谓全身
是宝，串起桃江整个绿色生态产业链。

“竹林是桃江的‘核心竞争力’，也
是可再生资源。桃江大力发展竹林经济
的思路，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大有可
为。”光明日报记者禹爱华认为，桃江可
继续发挥资源优势，将竹产业发展与县
域经济及观光旅游有机结合。 同时，要
为竹林插上互联网的翅膀，提升桃江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人们常说，靠
山吃山，靠水吃水。桃江县依靠老天赐
与这座‘金山’，写就了开发与保护竹
林生态的大文章。”湖南广播电视台副
总编辑凌引迪感叹， 桃江的山水已然
名闻天下，成为理想的旅游、度假、休
闲之所，也让老百姓“心窝暖了，钱袋
鼓了”，“我认为未来，桃江还需继续用
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理念， 提高产品附
加值，形成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特色鲜
明、产品附加值高的竹产业新格局，让
更多人知晓桃江。”

“美山”“美水”“美人窝”，运动休闲
“嗨”起来，桃江全域旅游蓄势待发。

“桃江给我的感觉是一块尚待开发
的美玉。但目前尚处在‘养在深闺人未
识’阶段。”江南都市报副总编辑朱晓晖
表示， 作为国家全域旅游创建单位，桃
江县应乘势而上，积极加大旅游基础设
施的投入建设，把交通等建设好，还有
旅游配套设施等。“另外，感触最深的是
‘桃花江是美人窝’这首动听美妙的歌，
可以好好利用一系列美人歌来宣传桃
江旅游。”

王文坚则建议，当地政府可以考虑
引入优质民间资本， 加大开发力度，推
动景区硬件设施提升。此外，进一步挖
掘桃江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更多的美
人故事。“桃江应该借助竹海、桃花江等
景区， 以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发展为抓
手，确定‘就业加创业’的‘景区带动型’
旅游扶贫脱贫模式，带领更多景区贫困
户脱贫，把桃江的好风景变成好钱景。”

王继兴还建议，桃江作为一个文化
名片， 建议推出更多的书籍及影像资
料，如系列散文丛书、诗歌丛书、影集、
光盘等，不仅可以发展“旅游+文化”，
还有助于多元化地打造“美人窝”文化。

楚天都市报活动部主任李勤志则
建议，桃江竹林可着力发展“旅游+产
业经济”。“比方说， 可以请一些匠人或
者艺人，把竹席、竹筷等竹产品的生产
加工制作过程给展示出来，甚至开辟体
验馆，让游客参与其中。”

开阔视野
写竹林生态大文章

融汇通达
打造“天人合一”之美

湘女多情，到湖南旅游早有
所谓“三看” 之说：“张家界看
山、 洞庭湖看水、 桃花江看美
女。”如此，桃江美人的盛名便
可见一斑了。

秀掩古今色， 荷花羞玉颜。
春城晚报总编室副主任明军赞
叹：“桃江美女不仅颜值高，而且
气质好，多才多艺，让人感觉养
眼又养心。”同时，他还表示：“好
山好水出佳人，唯美的自然风光
孕育出的人， 颜值肯定不会差。
而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也同样
赋予了桃江人温婉柔和的气质。
内外俱佳，不负美人窝盛名。”

河南日报专刊部副处长李杰
也同样为桃江美女的高颜值点
赞：“桃江有好山有好水，风景秀
丽，自然盛产美女，这是相辅相
成的。”

桃江围绕“美女文化” 做文
章，大力发展“美女经济”。对此，
明军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桃花
湖风起微澜，竹海郁郁苍苍，是我
最难忘的画面。 这些风景虽不如
名山大川雄奇， 但有小家碧玉的
灵秀， 可惜养在深闺人未识。所
以， 桃江宣传推广既要紧扣美人
窝文化， 也要把清肺养眼的山水
好风光推介出去。”

湘女多情 与风光相辅相成

桃江美食也颇具独到之处。
每逢重要活动、节庆或尊贵客人，
主人都会献上独具地方特色的
“五道茶”，即煎茶、蛋茶、擂茶、面
茶、泡茶。再佐以二十四碟地方风
味小吃，不仅味道鲜美，即便是看
上一眼，也会令人口齿生津。

此外， 桃江的竹笋也是一
绝。诗人李商隐就曾赋诗赞颂竹
笋：“嫩箨香苞初出林，五陵论价
重如金。” 桃江竹笋不仅具有光
泽绒黄、笋体饱满、笋纹浅细等
独特品质， 而且营养成分齐全，
是名副其实的绿色无公害产品，
深受消费者欢迎。

李杰十分推崇桃江竹笋：

“我是南方的女婿， 所以喜爱湖南
菜，尤其喜欢吃竹笋炒腊肉，对桃
江竹海生产的竹笋情有独钟。”明
军也对桃江菜赞不绝口，“这两天
吃的菜很能刺激味蕾，这样的美食
应该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能
吃到，感受到这些菜肴的魅力。”

新安晚报编委童建明也对桃
江美食留下深刻印象，他感慨：“飞
水岩瀑布气势磅礴，可惜藏在深闺
人未识；桃江美食香气四溢，可惜
好酒也怕巷子深。”同时，他也对桃
江充满希冀，“桃江应该借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放眼全
国，胸怀世界，让更多人知道桃江，
感受桃江。”

饕餮盛宴 “五陵论价重如金”

“桃花江畔风光美，踱步竹海思绪
飞， 把盏细品擂茶香， 美人窝里不思
归。”领略桃江美景后，大河报首任总编
辑王继兴感叹，作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桃江县，当之无愧！

王继兴表示， 桃江不仅把美人作为
一个资源挖掘得很好， 同时还赋予了厚
重的文化内涵，让“美人窝”品牌美得有
层次，有内容。“其次，桃江在旅游发展的
创意上做了大量工作，从宏观到微观，制
造了非常浓郁的“美人窝”氛围，对经济
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新华日报社党委委员、扬子晚报总
编辑王文坚表示，通过此次活动，充分
感受到桃江在推进全域旅游进程中，促
进了“旅游+美丽乡村”的有机融合，尤
其突出了对竹海、桃花江等自然资源禀
赋的挖掘，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这次
与当地主流媒体三湘都市报深度合作，
对美人文化的包装推广非常成功。”

“桃江结合当地资源开展全域旅游，
牢牢抓住‘文化’特色，打好‘美人牌’，通
过与‘新丝路模特大赛’这一高度契合美
人元素的活动相结合，引发游客向往，从
而弥补旅游设施的相对不足。”四川日报
全媒体中心副总监朱丽说。

文化厚重
美得有层次有内容

巧力妙招
“旅游+”未来可期

围绕“美”字做文章

桃江风景秀丽，不乏美景美
食。如何避免过度开发，是桃江
的景区开发过程中所面临的重
要问题之一。黄劲说，为避免“千
城一面”的现象，桃江县将被保
护性地开发。“我们要根据桃江
景区的特色， 赋予其文化内涵。
如果没有文化支撑，任何景点的
生命力都不长久。”

据黄劲透露，桃江的具体规
划正由一支高级规划团队进行
顶层设计。“我们将以文化来引
领，文化就是美人窝文化。紧紧
利用这个无可替代的品牌资源，
围绕‘美’字做文章。围绕当地的
文化和传统，赋予它灵魂。”

据了解， 益阳已通动车，到
年底益马高速、益娄高速即将建
成通车，桃江到省会长沙只有一
个小时车程。”黄劲介绍，桃江县
境位于湘中偏北， 资水中下游。
随着近年来城市交通不断发展，
其区位优势得以日渐凸显。

“桃江的周边可以辐射到常
德的一些县市，特别是它正好处
在湘西北黄金旅游线的节点上，
到张家界、 凤凰等著名景点，这
里是必经之路。” 黄劲表示：“我
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利用区位优
势，迅速把旅游产业做起来。”

在竹海打造海洋世界

“我们将用核心景点、重要
项目做引领。”黄劲称，没有重点
项目的支撑，其他东西都是花拳
绣腿， 无法支撑全域旅游的架
子。“湖南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周
边景点各有所长，所以桃江要另
辟蹊径。”

黄劲透露，桃江将以各种赛
会、节会作为引爆点。“明年我们
准备承办第五届竹文化节。同
时，明年是黎锦晖先生创作《桃
花江是美人窝》90周年， 我们准
备举办一个黎锦晖音乐节。我们
已经全球征集了一百首新时代
再唱桃花江的歌曲。”黄劲还说，
桃花湖子良岩还有一个特别好
的运动———水上攀岩。“我身后
就是中国水上攀岩运动基地，是
一个天然的攀岩好地方。夏天徒
手爬上后， 纵深跳入湖水畅游，
是很惬意的事情。”

据了解，桃江县已制定三年
行动计划。到2020年，桃江计划
建设一到两家5A旅游景区，至
少建成一家4A级旅游景区。同
时，桃江还将打造一座温泉度假
山庄和一座海洋极地世界。“在
海边建海洋世界没什么，在竹海
里建海洋世界才有看点。” 黄劲
说。 ■记者 蔡旻旼

桃江竹海将打造海洋世界
桃江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劲谈全域旅游：
三年计划建设一到两家5A旅游景区

11月4日，全国各地两百余名书画家、摄影家、作家、
诗人、媒体记者来到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湖子良岩。桃江县
委副书记、 县长黄劲接受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媒
体集中采访， 就桃江全域旅游未来规划做出说明。 他表
示，桃江将着力打造多个重点旅游项目，到2020年，计划
建设一到两家5A旅游景区， 至少建成一家4A级旅游景
区。其中，桃江海洋极地世界最令人期待。

11月4日，桃江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劲接受来自全国各地近百家媒体
的集中采访。 记者 彭治国 摄

“走进桃江竹海，漫山竹林的青翠通
幽，明亮轻盈的湖水倒映着岸边的竹林，
山水交融，恍若仙境一般。”面对眼前这
片烂漫的“桃江竹海”，香港商报记者蒋
剑有感而发。“美自天成， 地缘优势给了
桃江融汇通达的良机。”

桃江距省会长沙仅1小时车程，县城
千吨级码头经资江入洞庭通江达海，洛
湛、 石长两条铁路穿境而过；3条国道、4
条高速、9条省道横贯东西、辐射八方，县
城“六纵六横”路网基本建成，桃江已然
形成优势凸显的交通大格局。

“桃江交通便利， 陆路水路四通八
达，为其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记者尧遥认为， 桃江可顺势
而为，依托“竹林经济”带动交通发展，加
快重点干道的提质改造， 以及与长沙等
中心经济圈的对接。 利用交通区位优势
做好生态文明、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
文章， 使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更好地融
合，诠释桃江“天人合一”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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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记者们体验挖冬笋。 记者 唐俊 摄

无人机航拍竹海。 记者 唐俊 摄

部分模特选手桃花湖采风。 记者 谢能武 摄

部分模特选手飞水岩瀑布采风。 通讯员 詹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