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篮”，从这里走出了郑位三、秦基伟、徐深吉等 143 位共和国

将军和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徐向

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留下过战斗的足迹。 

  

18 湖南 

线路一：欢乐农园·亲子之旅 

百果园乡村旅游区点——青天寨生态农庄——慧润·蝶梦

山——贝拉小镇——云开庄园——松鼠谷 

 

 

 

 

 

 

 

 

 

百果园占地面积 900 余亩，其中果园 350亩，建有客房近

50 间（套）；各类餐厅、包厢等，共 800 余餐位；各类商务

会议室、接待室多间，可同时容纳 400人参加会议。另配套有

无公害果蔬自采、现代设施农业观光、趣味农耕、垂钓、拓展

训练、嘉年华游乐、射箭、镭战、登山、健身、KTV 等多种室

内外娱乐项目。 



青天寨生态农庄是国家四星级休闲农庄、湖南五星级乡村

旅游景点。农庄以接待各类企事业团队活动为专业经营方向，

在长沙首创“半拓展+半休闲”的一日游模式。结合青天寨独

特的自然环境资源，打造出占地 300 多亩的现代化乡村旅游景

点，是长沙人气旺、口碑好的主题乡村旅游景点。 

慧润·蝶梦山谷项目总面积 73.5 亩，建有各种风格的民

宿客房 60 间，配套有酒吧、书吧、茶吧、乡创学院等休闲服

务场所，集住宿、餐饮、娱乐、产品、会务、乡村创客于一体，

是一种乡村旅游新业态。 

贝拉小镇是以青少年素质教育为核心价值的大型小镇建

设项目，最大限度保留环境的自然天成，集体验教育、户外职

业教育、儿童综合素质教育于一体。利用园区 70 多项德国、

法国原装进口无动力设所具备的对孩子素质训练的功能，为 3

至 15 岁孩子专门开发了“学勇气、学独立、学团队、学专注、

学逻辑”的五大类素质训练课程。 

云开生态庄园是集采摘、休闲、旅游、品酒、婚庆寿宴、

各类型会议活动接待、垂钓、户外拓展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新型

园林式观光庄园。庄园设有葡萄园、樱桃园、桃花林、荷塘月

色观赏区、阳光餐厅等九大功能区。餐厅能同时容纳 800 人就

餐，停车也极为方便，是远离城市喧嚣、排解工作压力，体验

低碳生活、践行生态文明的好去处。 

光明松鼠谷位于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距离长沙

市区约 15 公里，占地面积 300 多亩，是全国首个以松鼠为主



题，并融入整个景区文化的主题乐园，是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园区以光明村特有的生态环境为基础，由松鼠科普大讲坛、松

鼠大观园、综合游乐区、户外高低空拓展区、酒店餐饮区、原

生态养生养老基地六大核心功能区组成，是一个集生态旅游、

科普教育、亲子互动、休闲度假、原生态养生养老于一体的多

元化、体验式新型综合旅游度假区。 

 

线路二：乡村福游天下 

衡阳市——南岳红星村——南岳水帘洞·飞拉达——南岳大庙

——南岳衡山 

 

 

 

 

 

 

 

 

南岳区南岳镇红星村坐落在“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脚下，

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国内两大动脉交通线武广高铁、107国道

穿境而过，交通十分便利。 

近年来，红星村借全域旅游发展东风，依托优良的自然资

源、便捷的交通区位、独特的农林产品等优势，通过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村民参与，创新经营管理模式，因地制宜发展乡村

特色旅游，打造集绿道休闲、乡村娱乐、特色购物、农耕体验、

主题民宿、赛事活动、花海观光、户外运动于一体的文化休闲

村庄，成为南岳衡山景区周边乡村旅游新亮点。该村先后获评

湖湘文化旅游风情小镇、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参评湖

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得到省星评委的高度肯定，并

成功列入全省田园综合体重点支持项目。 

南岳水帘洞在南岳镇东北 3.5公里的华盖峰下，古称朱陵

洞。洞在两山之间，水从华盖奔泻而来，流入七米来宽而深不

可测的石洞。洞满水溢，顺洞前石壁飞流而下，形成了 30 多

米高的瀑布，像水帘一样挂在半空。石壁从中突起，把水帘折

半托出，水滴飞出几十米之外，真是跳玉喷珠，雪溅雷鸣。要

是丽日当空，水帘之前更是五彩斑斓，飞虹闪耀，故有“水帘

洞之奇”之称誉。 

南岳飞拉达号称“南岳岩壁上的舞蹈”，它不仅充分利用

了景区优质的自然岩壁资源，更经过专家科学规划勘测，使得

难易程度适中，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游客参与进来。不少人面

对惊险刺激的飞拉达，常常是心动却没有行动，称这是“勇敢

者的游戏”。 

南岳庙位于南岳镇北端，又称南岳大庙，是南岳之神享祀

的主庙。自隋代（581—618 年）从祝融峰迁建以来，历经唐、

宋、元、明、清历朝各代多次大火和重修扩建，现存建筑是在

清光绪八年（1882 年）重修基础上，按宋代规模恢复重建的。



整个庙宇占地面积近 12万平方米，呈三路九进四重院落结构，

主体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分布，东侧有道教的 8个宫观，西侧有

佛教的 8 个寺院，是一座集宫式殿宇、佛教寺院、道教宫观三

者于一体的规模宏伟的古建筑群。2006 年 5 月，它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岳衡山又名寿岳、南山，为我国五岳名山之一。主峰祝

融峰海拔 1300.2 米，坐落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境内，

七十二群峰，层峦迭嶂，气势磅礴，素以“五岳独秀”、 “文

明奥区”、“中华寿岳”著称。《诗经》中“福如东海，寿比

南山”的“南山”即指衡山。 

南岳衡山是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南岳衡山景区面积为 181.5平方公里，其中核心景

区为 100.7平方公里，共有十二大景区、120余处景观景点。

区内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8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1处，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个、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1 个。 

南岳衡山是是中国南禅、天台宗、曹洞宗和禅宗南岳、青

原两系之发源地，还是南方最著名的道教圣地，有道教三十六

洞天之第三洞天——朱陵洞天，道教七十二福地之青玉坛福

地、光天坛福地、洞灵源福地。祝融峰之高、藏经殿之秀、水

帘洞之奇、方广寺之深，堪称“南岳衡山四绝”，春观花、夏

看云、秋望日、冬赏雪为“南岳衡山四时佳景”。南岳衡山还



有许多名胜古迹和神话传说，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由此形

成了丰厚而多彩的文化沉积，宛如一座辽阔的人文与山水文化

和谐统一、水乳交融的巨型公园。 

 

线路三：品状元文化·赏万亩花海游 

湘乡金石镇状元塔赏油菜花——东泉世外茶园（赏茶花）——

千年银杏树——状元塔、赵公桥（品状元文化）——农夫宝生

态庄园、清欢园山庄（石坝鼓的展演、餐饮、住宿、娱乐休闲

等） 

 

 

 

 

 

 

 

 

湘乡金石镇是南宋状元王容的故乡。近年来，金石镇围绕

“状元故里、花园小镇”的建设目标，着力打造状元文化展示

区及休闲旅游度假区，打造乡村振兴的新引擎。状元文化·赏

万亩花海游精品线路主要是踏春出游，在花海中漫步、摄影。

可了解石坝鼓的制作工艺，欣赏石坝鼓表演，品尝金石特色农

副产品，观千年银杏树、状元塔、赵公桥，祈福许愿，到农夫



宝休闲农庄、润友山庄等地，品尝美食、住宿、露营、户外拓

展、参加篝火晚会等。 

金石镇成片的油菜花海洋，给人以震撼的视觉冲击。黄花

青草，小桥流水，还有那田野上耕作的村民、花海边养蜂的蜂

农，构成了一帧帧乡野美画。 

湘乡市东泉世外茶园地处湘乡市金石镇，靠湘乡、宁乡、

韶山三县市交界处，独特的区位优势为发展休闲农旅产业提供

了条件。农场总面积 200 亩，水面养殖 20 亩，蜜蜂养殖 45

箱。山地主要种植山茶花、油茶、水果等经济作物，是以山茶

花观赏，山茶油、水果、蜂蜜等农特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特色

农场。 

基地以全新的理念，通过与国内外专家交流探讨，先后从

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引进国内外茶花品种 300多个，帕克斯

先生、哈罗德、娃丽娜深、五色赤丹、十八学士、龙火珠、四

季杜鹃茶等已盛花，并得到游客喜爱。茶园逐步形成一个集茶

花花卉观赏，山茶油、水果蜂蜜加工销售，茶花花茶、茶花精

油等附属产品开发，餐饮娱乐、乡村旅游为一体的农业休闲观

光农场。 

金石千年银杏树，相传为状元王容亲手种植。在北宋以前，

开科取士高中状元者，几乎都是北方人。至南宋，状元又多在

江浙，湖南人中状元者寥寥。偶有一二，视若“破天荒”，湘

人无不为此而遗憾。1187 年，王容去参加科举，从银杏树下

下马石处出发。阅卷官将其排为第三名，但孝宗帝赵慎评鉴“王



容之文质实”，钦点为状元。银杏树至今树龄已有 830多年，

现在是湘乡市重点保护名木。 

状元塔地处金石镇，由花岗岩砌成，坐东朝西，相传是当

地才子王容中状元后族人所建。据《宁乡县志》记载，原塔高

17 米，为 7 层，建于明末清初。历经数代，现存状元塔可见

五层六面，三面有门洞，门洞宽 0.23 米、高 0.64米，第二层

门洞两侧有篆刻对联，为“山有七星联北斗，名高一甲起南强”，

横批“湖山保障”。 

赵公桥，古时因桥边有一大庙曰赵公庙而得名。据清同治

十三年《湘乡县志》记载：“赵公桥，在大湖区，界宁乡，康

熙间，张蒂裳等纠建。”此桥是清代当地通往宁乡的交通要道，

距状元塔约 300 米。桥为三拱二墩，花岗岩石砌成，桥长 21

米，宽 3.77 米，桥面正中间由宽 0.46 米、长 0.65 米的条石

砌成，条石二侧有 1.3米宽的卵石路面，桥护栏由 0.3米高的

条石砌成，桥两头护栏上各有两只石狮。石狮高 0.85 米，刻

工精细，刀法苍劲，朝向各不相同，位置不相对称。 

农夫宝生态园于 2013 年成立，是一家极富湖湘文化特色

的综合性生态休闲庄园，地处金石镇金石村金石水库。园区面

积千余亩，水域面积 300 余亩，由迎宾楼、梅园楼、状元岛、

近水草场、户外露营、真人 CS 镭战基地、月季樱花谷等几大

部分组成。不管是游览观光、亲子活动，还是团队拓展，在这

里都能得到满足。“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生



态园以休闲、求知、观光、体验为亮点，为城市游客提供一个

接近自然的地方。 

清欢园生态山庄地处长娄高速金石出口，占地面积 200

亩，是湖南省内首家以观赏茶花为主题，集餐饮、休闲娱乐、

垂钓、会议功能等为一体的大型生态休闲山庄。湖南思达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注册资本 2000万元，是一

家集花卉水果和油茶种植、农产品生产加工、农旅休闲为一体

的生态农业开发公司。 

 

线路四：世外桃源怡然度假游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红烨山庄（鼎城区）——花岩溪（鼎城

区）——桃花源景区——夷望溪（桃源县）——桃源县枫树维

回乡维回新村——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彭山景区（澧县）

——津市市毛里湖镇青苗社区——安乡县安康乡仙桃村 

该线路串联了常德最具乡土特色的等级景区、星级乡村旅

游区（点）、乡村旅游重点村。 

柳叶湖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度假区

总面积 169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近 21.8 平方公里。柳叶

湖因湖面形似柳叶而得名，是山、水、田园、城四位一体的复

合型旅游度假区。柳叶湖范围内的主要景点及游玩项目有，卡

乐星球、欢乐水世界、摩天轮、柳湖沙月（沙滩公园）、常德

河街、德国风情街、司马楼、螺湾观鸟、柳叶风帆、柳叶诗韵、

柳毅传书（湖仙岛）、柳叶湖高尔夫俱乐部等。区内有湖南省



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4家，分别为松桂园生态农庄、河洲

甲鱼产业园、金荷花庄园、丰泽园山庄。 

 

 

 

 

 

 

 

 

 

红烨景区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

示范区（点）、赵必振文化研究基地、常德市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常德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景区占地面积 550 亩，

集红色教育、乡村旅游、农业产业于一体，坐落于太阳山下有

着“花木之乡”美誉的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那里是中国译

介马克思主义第一人赵必振先生的故乡。 

花岩溪位于常德市城南 50公里处，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总面积 75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95%，空气中负离子每立

方厘米含量高达 8 万个。景区山、水、林浑然天成，花、岩、

溪天然和合，田园风光如诗如画，农家风情浓郁。每年 3月至

10 月，数万只白鹭在五溪湖畔栖息繁衍，形成一道亮丽而独

特的景观，是休闲度假、回归自然的理想之地。“中国白鹭之



乡”以山水风光、白鹭王国、森林人家三大特色赢得游客好评。

花岩溪的农家保留着独特的敞口堂屋，有着精细的木构、轩敞

的厅堂，飞檐翘角，窗明几净。 

桃花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森林公园。桃花源为东晋诗人陶

渊明《桃花源记》所描述的世外桃源原型地。千百年来，无数

文人墨客、羽士高僧来此游历沉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墨

迹与美谈。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田园文化、隐逸文化、道教文

化、本土农耕文化等多重文化元素的相融，铸就了桃花源以傩、

道、佛、儒等多样元素共生的独特文化现象。 

桃花源延续隐逸文化主题，目前由秦溪、秦谷、桃花山、

桃源山、五柳湖、桃花源古镇六大版块组成。现有大型山水实

景剧、大型溪流漫游演出《桃花源记》，在秦溪两岸 4.6 公里

的演区内，打造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的河流剧场。18 个演出

点串成一线，观众根据原著中的描写，溯秦溪而上，开启寻梦

之旅。 

夷望溪位于桃源县境内，由水心岩、夷望峡、南海怒潮、

雷打岩、象山、蛇山、龟山、钟鼓岩、双乳峰、千年古樟等主

要景点组成。这里环石皆水、环水皆山，青山凝黛，翠竹成片、

古木丛生，悠修碧水，水染成缎、如镜新磨，山水相映，不是

漓江，胜是漓江，有“沅江小桂林”之称。 

桃源县枫树维回乡维回新村为第一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

点村，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枫林花海坐落于此。这里拥有千亩



花海和百亩葡萄园，观赏游憩价值高，还有著名教育家翦伯赞

先生故居、明朝开国将军哈勒·八十的墓地，已有 600多年历

史的清真寺林立，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为第一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

2020 年全省文化和旅游扶贫示范村、常德市党性教育基地。

这里建成了王新法同志生前实物陈列室、王新法同志先进事迹

展览室、党员学习室、山河圆公墓区，建成高标准村级服务平

台、村级活动中心、农家超市、村级诊所、留守儿童之家、停

车场、民宿等公共服务设施。薛家村围绕“文旅融合、景村合

一、民客共享”的建设思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现已形成党

性教育、观光休闲、乡村民宿、康体养生、旅游商品、乡土美

食等六大旅游产品。 

彭山景区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国家五星级休闲庄园、

中国最美庄园、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景区坚持原

生态、健康养生、保护自然的理念，在不破坏原生态的基础上，

因地制宜开发建设。景区目前主要分为原乡梦体验区、生态氧

吧体验区、游乐体验区、亲水体验区、民俗文化体验区和禅修

文化体验区，集吃住、观光、游乐、体验、购物等功能于一体。 

津市市毛里湖镇青苗社区为第一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

村，拥有主要资源点 83 处，涵盖八大资源主类的全部类型，

组合合理，融合度高，特色多样，四季皆景。人文资源包含遗

址遗迹、民俗文化、故事传说、乡贤文化、农耕文化等。乡村

旅游开发以文旅农融合发展的田园综合体为方向，定位明确，



特色突出，能体现当地特色和自然风貌。青苗社区按照“环境

景观化、景观全域化”的思路，综合考虑食住行游购娱六大旅

游要素，开发乡村民宿、特色美食、休闲度假、研学体验、农

事体验、四季节庆、文化创意等方面旅游产品。开发旅游产品

时，能够结合本地文化和旅游资源条件，挖掘文化内涵，突出

参与性、互动性和体验性。 

安乡县安康乡仙桃村为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近几年，

村庄规划日见成效，呈现出屋舍成排、沟渠连网、路路相通、

草木成荫的乡村美景。2017 年，依托村里集中连片的百亩荷

塘，仙桃村村民自发组织举办了首届荷花节。近年来，仙桃村

还推出了空中游览、水上乐园、果蔬采摘、特色养殖等多种旅

游产品，实现“水陆空”全域覆盖。 

 

线路五：黑茶文化之旅 

安化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云台山风景区、宿云台山风景区

——中国黑茶博物馆——中茶安化第一茶厂——中国梅山文

化园——白沙溪茶厂——安化黑茶特色小镇、宿县城——茶乡

花海生态体验 

茶乡花海生态体验园是以安化优美的青山绿水为背景，以

独有的安化黑茶及茶文化、本土梅山文化为依托，精心打造的

茶旅一体化主题公园，是茶乡人民迎接四方宾客的大客厅，是

集中展示安化人文地理和茶文化的窗口。景区以茶为基础、以



花为重点，种植了名贵树种，建设有六大片区，除春、夏、秋、

冬 4 个季节性主题花园外，还有绿野迷踪、多彩迎宾两大休闲

区。园中有园，景中套景。茶有绿黄紫白，花分春夏秋冬，动

植物种类达千余个。项目总投资 5.4 亿元，建设期 5 年，预计

年接待能力为 300 万人次。 

 

 

 

 

 

 

 

 

 

云台山风景区位于安化县马路镇，是云台山茶旅集团旗下

全资子公司安化云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旅游项目。

景区以险为奇、以秀见长、以幽为美，拥有大自然赋予的神奇

而独特的旅游资源。云台山山险谷深，终年云雾缭绕，最高海

拔 998.17 米，云台山顶是一个 9 平方公里的盆地，有“高山

之台”和“高山上的平原”之美称。这里风光旖旎，气候宜人，

好似世外桃源。山下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龙泉洞形成于两亿

多年以前，是古生界石炭系灰岩经水溶蚀冲刷而成，洞中的“龙

泉飞瀑”“绝世鹅管”为世界之罕见、国内独有。在云台神仙



岩景区，奇峰美景、田园盛景、四季花园使之仿若蓬莱仙境。

同时，“世界茶王”千两茶、云台大叶茶基因库具有很高的科

学价值。 

中国黑茶博物馆位于县城东面、资江南岸的黄沙坪古茶

市。博物馆占地面积约 10亩，主楼 9 层，高 39米，裙楼两层。

博物馆建筑面积 6250平方米，采用中国传统楼阁式建筑风格，

设计合理，工艺精湛，造型宏伟。它是全国唯一的黑茶专题展

示博物馆，融收藏展示和观光旅游于一体，是中国黑茶之乡的

标志性建筑。 

安化第一茶厂坐落于雪峰山脉的东北端，地处湖南省中

部、资水中游的安化县城郊区酉州，前有资江横流，后有群山

环抱，享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文化底蕴深厚，是安化

“茶文化的浓缩”“茶叶历史的见证”。安化第一茶厂是湖南

省一家规模最大的集红茶、黑茶加工的国营企业和国家重点边

销茶定点生产企业，是“世界茶王”千两茶的发源地，更是业

内公认的“湖红”发源地。1915 年，茶厂生产的安化红茶在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与贵州茅台酒一道，获得最优大奖章，轰

动了世界茶业界，形成了“湖红”（安化红茶）、安徽“祈红”、

福建“建红”三足鼎立的局面。 

梅山文化是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并存的始祖文化，中国

梅山文化园旨在进一步弘扬、传承这一古老神秘的地域文化，

将梅山文化所影响的建筑符号、文化信息、民风民俗、宗教信

仰以物化的形象进行集中展示。复原梅山古环境，再造梅山峒



国。该项目位于海拔 718 米、呈 W 字形峡谷之中，那里山林秀

丽、树木葱茏、奇花异草、野果飘香、民风纯朴，保存了风格

各异的梅山文化传统建筑、传统的农耕方式、传统的文化艺术，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俱佳。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1939 年，前身为

湖南省白沙溪茶厂（国有），2007 年改制重组，是一家集茶

叶收购、生产加工、科研、销售、茶文化旅游等为一体的安化

黑茶企业。公司曾创造了我国紧压茶史上的数个第一，即中国

第一片黑砖茶、湖南省第一片茯砖茶、中国第一片花砖茶。同

时，挖掘、继承和发展了民间传统茶叶产品天、贡、生尖茶和

花卷茶（俗称千两茶），是全国紧压茶之发祥地、边销茶之摇

篮。公司位于安化县小淹镇白沙溪社区，厂房占地 8 万多平方

米，资产总额 3.5 亿元，年产能 2万吨以上，拥有国内一流的

黑茶生产加工装备，拥有有机无公害茶园基地 1.2 万亩，有国

家专利 39件（其中发明专利 5件、实用新型专利 6 件）。 

 

线路六：乡村休闲亲子 

郴州市区——北湖区小埠古村——苏仙区莲山庄园——雄鹰

户外基地——仙乐水乡——白廊乡村民宿集群 

北湖区小埠古村分古村落和绿心童乡亲子乐园两部分，是

以“温暖有爱、亲近自然、欢乐幽默、创意新奇”为理念打造

的全国首创教育型儿童自然探索乐园，并被授予“郴州市青少

年校外活动基地”单位。园内由陆地游憩区、亲水游憩区、森



林游憩区、配套服务区四大核心功能区组成，包含无动力畅玩

乐园、彩虹滑道乐园、玻璃水滑道、亲子厨房、寻宝迷宫、碰

碰车、旋旋飞、丛林探险、98K野战营地、水上漂流、彩虹摇

摆桥、射箭、阿布小火车等 30 余个项目。在这里，可以进行

自然认知、角色体验，学习生存技能，开启一段欢乐的亲子休

闲时光。 

苏仙区莲山庄园位于苏仙区栖凤渡镇河头村，紧靠西河水

生态风光带。在这里可赏栖河风光，品莲山味道，静可观乡村

山色之幽雅恬淡，动则有轻掬细雨、侧耳听风之秀。庄园以“一

心一园八区”打造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一心为乡村休

闲旅游中心，一园为台湾风情农业产业园，八区为花卉苗木观

赏区、生态蔬菜种植区、绿岛嬉水游乐区、传统农事体验区、

临山亲水康养区、特色水产垂钓区、环保农产加工区、风情广

场嬉游区。 

 

 

 

 

 

 

 

 

 



雄鹰户外基地位于资兴市唐洞街道大王寨村，在飞天山国

家 4A 级风景区近高椅岭腹地，郴永大道与资五路交汇处西南

角，总占地面积 120 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 8000 平方

米，系湖南省首个集高空、水上、陆地极限运动项目于一体的

大型综合性训练营地。户外运动项目有飞拉达、峡谷探险、长

空栈道、悬崖秋千等，可接纳团队拓展、培训。 

仙乐水乡是一家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点），也是湖南省

最具创意的农庄。仙乐水乡在郴州率先把一个农家乐打造成一

个乡村旅游景区。翠江泼水节、网红桥、薰衣草观光、水果采

摘、坐牛车、乡土文化娱乐项目体验、研学教育、亲子活动、

团队拓展等是农庄的特色项目。这里是家庭聚会、单位拓展活

动、公司商务活动、休闲旅游等理想处所。 

白廊镇地处东江湖风景名胜区、东江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核

心区域。白廊山青水秀，全镇森林覆盖率达 86%，水域广阔，

水面 12 万亩（占东江湖面积一半），岛屿众多，山水林果并

存，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辖区内拥有东江湖五岛一村旅游度假

区（含东江湖华美达酒店）、环湖公路景区、杨家坪革命根据

地旧址、布田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台前入湖口湿地公园等，其

中精品民宿 15 家。白廊镇是东江鱼主要产地，还盛产东江湖

蜜桔、脐橙等。 

 

线路七：G240 沿线“乡味长廊”精品旅游线路 



南湖三圈（花语世界、南湖优乐生态旅游营）——黄秀农耕文

化园——鸽王天下——屈子文化园——惠众农庄——芈月度

假村——智峰山飞行体验基地——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

——左宗棠文化园——樟树港辣椒小镇 

 

 

 

 

 

 

 

 

 

花语世界秉承“花语世界·美好生活”的理念，通过美景、

美游、美拍、美食、美宿、美购的六美场景，融汇世界园林景

观精华，以四季花卉为主题，结合原生态系统，植入生态综合

体开发理念，对吃住行游购娱要素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升级，绘

就了一幅“隐湖山揽胜，闻四季芬芳”的画卷。本项目开设丰

富多样的研学课程，涉及自然生态、农耕渔猎、湿地保护、非

遗传承、科技创新等内容，学游并重、以游助学，提高学生的

自理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黄秀农耕文化园位于岳阳县黄沙街镇黄秀村。目前，文化

园已完成学生夏令营、办公生活区、园林基地、文化长廊、原



生态休闲垂钓、城镇化建设、爱心传递等一期项目的基础建设，

已建成学生科普教育、培训夏令营、综合住宿楼、各类大型活

动场所、游客餐饮接待餐厅、科普教室、健身房、宾馆、大小

型会务综合楼、休闲娱乐小吊楼、仿古式烧烤文化长廊、景色

仿古亭、木桥、垂钓鱼塘、鳝鱼池等，总建筑面积达 1.25 万

平方米。 

“鸽王天下”，湖南全民鸽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0 年，

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科研、繁育、加工、销售、餐饮为一体的

规模化民营企业。以公司为龙头，牵头成立了岳阳县全民家禽

养殖专业合作社。现已成为国家肉鸽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国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华中地区最大的肉鸽、蛋鸽生产基地，

湖南省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省级示范园，湖南省蛋鸽养殖标准

化示范区、省级龙头企业。 

屈子文化园是传承、传播屈原文化的重要载体，现有屈子

祠、屈原碑林、屈子书院、香草湖、汨罗国家级湿地公园 5

个核心景点。景区还有许多有关屈原的遗迹，如屈原吟诵《离

骚》的骚坛，与渔父谈心的独醒亭，洗帽濯缨的濯缨桥，屈原

弟子宋玉为屈原招魂的招屈亭，另外还有桃花洞、饮马塘、绣

花墩等景点。核心景区面积为 2.5 平方公里，依托一座千年古

祠（屈子祠）、一位世界文化名人（屈原）、一条历史文化名

江（汨罗江）、一个重大传统节日（端午节）、一项世界性体

育运动（龙舟竞渡）、一片江南湿地（汨罗江国家级湿地公园），



力求把屈子文化园建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全球华

人的精神家园。 

岳阳惠众生态农庄是由湖南惠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打造的。公司成立于 2015年 7 月，注册资金 3500万元，

主要经营粮油果蔬种植加工销售、农机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专

业服务、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生态农业休闲旅游服务。惠众民

宿占地 20 亩，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由 17 栋古朴典雅的民

宿村舍组成，共有客房 34间、床位 56 个，KTV包厢 7 间，能

为游客提供住宿、品茗、养生、KTV 等综合服务，有 6 层的综

合楼 1栋，内有设施齐全的综合培训教室、大中型会议室以及

能容纳 70人的学员住宿房间。 

芈月旅游度假村是一个集公园＋花园＋民宿＋文创园＋

农事体验＋游乐园为一体的休闲度假村。来芈月故里，看 4

万亩湿地草原，吃江河湖鲜、喝栀子香茗、游水上乐园、住农

家民宿。 

智峰山滑翔伞基地位于汨罗市长乐镇，风光秀丽，景色迷

人，是目前国内滑翔伞界公认的风向、安全性、气流体验感最

好的场地。主营项目有滑翔伞培训、滑翔伞体验，拓展项目有

拔河、跳绳、众星捧月、财源滚滚、脚踏实地、毛毛虫等，娱

乐项目有网红秋千、水车、旋转跷跷板、碰碰球、蹦蹦床、水

上滚筒球、水上自行车、脚踏船，还有其他项目，如登山徒步、

休闲垂钓、野炊 K 歌、露营烧烤。基地提供烧烤食材、烧烤炉

炭、帐篷出租等。 



洋沙湖国家旅游度假区位于县城南两公里处，距长沙 30

公里，由湖南顺天集团投资打造。度假区依托万亩洋沙湖生态

山湖资源，以“传承千年渔窑文化，独享七星欢乐假日”的文

化休闲度假理念，按照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三大国家级标准规划、建设和运营，

是一个集旅游风景观光区、生态幸福宜居区、商务休闲引领区、

健康运动修心区、企业发展拓展区、家庭幸福快乐开心区、生

态农业科普教育区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一站式旅游目的地。项目

总规划面积 2.6万亩，规划年接待千万级旅游人次，辐射半径

800 公里，发展潜力巨大。 

左宗棠文化园，是 2012 年为纪念晚清中兴名臣、爱国将

领左宗棠诞辰 200 周年建设的重大工程，也是集旅游休闲、文

物保护、城市改造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 280

亩，包括左宗棠纪念馆、天地正气广场、左宗棠雕像、诗联碑

廊、场景人物浮雕、功德石柱、烽火台、年谱大道等部分。其

中，左宗棠纪念馆为核心景点，内设 8个展厅和一个多媒体影

视厅，集中展示左宗棠生平事迹。景区未来还将配套建设八甲

古街、文星塔广场、左宗棠书院等，现为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樟树港辣椒小镇，樟树镇建立了 1000 亩无公害樟树港辣

椒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全镇 8 个村（社区）5000 亩樟树港

辣椒种植基地，正朝着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化销售

的方向往全国发展。 

 



线路八：娄底市亲近自然 生态之旅 

(长沙——)双峰曾国藩故里——归古乡村旅游区/水府庙旅游

区——娄星区莫言醉/花溪谷——涟源博盛生态园/蓝莓谷生

态园/南芙山庄——湄江旅游区/龙山——资江旅游区——波

月洞景区/梅山龙宫——大熊山景区——三联峒景区——紫鹊

界/古桃花源（渠江源世外山居）(——怀化） 

 

 

 

 

 

 

 

 

按照线路，体验曾国藩家族七代不衰的家教文化；前往归

古国际乡村度假区房车营地，或游览湖南首批国家级湿地公园

水府庙，体验诗与远方；品尝莫言醉农庄的原生态农家特色菜

肴，或去花溪谷当“花仙子”；体验博盛山地越野主题公园的

绿树成荫，或走进蓝莓谷生态园，体验 800米豪华卡丁车赛道、

玻璃漂流、步步惊心桥等惊险刺激的休闲游乐项目，或去涟水

发源地之一的升平河（《围城》所书），绕园而过美丽的田园

南芙山庄；感受集山、水、洞、峰、石、泉、瀑、悬崖、峭壁、

深坑及岩溶湖于一体的湄江，或爬“千山之王，万水之宗”“药



王之山”龙山；去黄金水道航线，游览集水上娱乐、生态体闲、

沙滩运动等于一体的资江旅游区，亲临 84 年版《西游记》拍

摄地，或去龙宫参观“亚洲最美地质博物园”；感受新化大熊

山十里杜鹃美仑美奂的仙境，感受原始部落居住地三联峒的神

秘，领略“紫鹊界秦人梯田”的绝美风光，游览陶渊明笔下神

秘的“奉家古桃花源”；在负氧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 7万多个

的桃园世界里，寄情山水、休闲养性，感受武术、傩戏、山歌

等多姿多彩的梅山民俗文化。 

 

线路九：永州市“潇湘缘”乡村旅游特色线路 

古韵 家缘：零陵古城、周家大院景区——乡风 福缘：东安溪

水以南 花镜花海景区、双牌桐子坳景区——舜德 善缘：宁远

下灌景区——瑶情 奇缘：江华桐冲口千年瑶寨景区、江永勾

蓝瑶寨景区 

 

 

 

 

 

 

 

 

 



古韵·家缘  

零陵古城按照国家 5A 级景区规划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

1480亩，其中，核心区分为 A、C地块，总占地面积 300余亩。

整个景区规划布局为“一轴、两带、三核、五街、七巷、八广

场”，以 4A 级旅游区柳子街历史文化街区为游览主轴线，发

展北区、南区两大配套服务职能带，打造柳子文化游览核心区、

北边永州文化精华展示区、南边民俗风情市集区三大核心。通

过五街七巷八广场的布局，演绎古零陵悠久的市井文化、商帮

文化、通衢文化。 

周家大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素有“民间故宫”“潇湘第一古宅院”

之称，隶属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地处五岭山脉都庞岭北麓。

自明代景泰年间（1450 年）以来，宋代著名理学开山鼻祖周

敦颐后裔永州涧（也写作“干”）岩头一支在这里创基定居，

繁衍至今已有 27 代近 600 年。目前，除个别外姓，均系迁入

周氏始祖之后代。上下 600年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

堪称一奇，而庞大的周家大院，更是传统民居之瑰宝。古宅院

民居群由老院子、红门楼、黑门楼、新院子、子岩府、四大家

院组成。6个院落呈北斗形星座分布，均保存完好，是湘南地

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古民居群。 

乡风·福缘  

东安溪水以南·花境花海景区位于东安县大庙口镇南溪

村，由溪水以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管理和经营，2019



年被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景区种植有 300 多亩花卉，已

打造睡莲荷花区、杜鹃园、绣球园、紫薇园、玫瑰坡、樱花谷

等几十种花海区，四季皆可游。景区内三桥两坝已具规模，目

前有泉湖井、鹊桥、喊泉、石林探险、李家寨、摇摆桥、儿童

拓展游乐场等项目十余处，供人观赏游玩。景区 2020 年启动

二期建设，未来将打造成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

乡村旅游基地。 

双牌桐子坳景区位于双牌县茶林镇，总面积 24平方公里，

享有“中国银杏第一村”的美誉，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主

要景点有，寻龙谷、风铃谷、歇马坪、觅杏谷 4个古银杏群落

景点，还有花溪、爱杏花海、仙女湖、小河江景点等。银杏观

光区共有银杏树 3000 多株，百年以上树龄的有 217 株。春夏

时节，马鞭草盛开，紫色的花海如梦如幻、花香迷醉，为桐子

坳赢得东方“普罗旺斯”的美誉。夏秋季节，中国第一网红草

——粉黛乱子草绽放，点燃激情，圈粉无数。桐子坳景区近年

来获得“中国最美银杏村落”、“全国生态文化村”、“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

村”、“湖南省文明风景旅游区”等众多荣誉。 

舜德·善缘  

下灌乡村旅游景区，距宁远县城西南方向约 9 公里 ，距

厦蓉高速宁远互通仅 5公里，开源于西汉末年，至今已有 2000

年的历史，占地面积 3平方公里，自然村的人口超过一万人，

有“江南第一村”之称。村庄座落于田野中，四周有农田上千



亩，地势平坦，三条河流穿村而过，周围山奇、水秀、洞异，

风光秀美。从古至今人才辈出，有唐代湖广第一状元李郃和宋

代特科状元乐雷发。李颌是麻将鼻祖，下灌村成了麻将故里。

这里的建筑具有独特的明清湘南民居特色，翘脚飞檐，青砖灰

瓦。这里至今保存完好、有价值的建筑有 174座、巷道 71 条、

大小地名 34 个、祠堂 7 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 个、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3个，人文底蕴厚重。这里“古村、古巷、古屋、

古桥、古井”风貌突出，是湖南省旅游名村。 

瑶情·奇缘  

江华桐冲口千年瑶寨景区位于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桐

冲口村，距县城约 65 公里，是湖南省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桐冲口全村瑶族人口占 99%，是过山瑶聚居村寨。过山瑶是迁

徙民族，自古以来，过一山又一山，刀耕火种，居无定所。但

是，他们却在桐冲口定居近千年，由于居住历史久远，因此被

誉为“千年瑶寨”。桐冲口千年瑶寨人口集中，瑶族文化底蕴

深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盘王大歌》《长鼓舞》

传承基地。2018年，桐冲口千年瑶寨被评为国家 3A 级景区。 

江永勾蓝瑶寨景区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湖南省历史文化名村。勾蓝瑶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受朝廷招安，其与源口瑶族乡扶灵瑶、粗石江镇清溪瑶、

古调瑶合称江永“四大民瑶”。江永勾蓝瑶寨是一个保存非常

完好的勾蓝瑶人祖居地，有“世外桃源”之美誉。清乾隆二十

二年（公元 1757 年）碑刻曰：予祖昔居万山中，山勾联透，



溪水伏流，色蓝于靛，故名“勾蓝”。 

瑶寨居住着从山东青州迁移的汉民，从千家峒逃离的瑶

民，他们深度融合，成为勾蓝瑶民。历史上，勾蓝瑶胞不与外

界通婚，保留着“男子上门”等独特风俗。瑶民根据姓氏集合

聚居，一个姓氏一个门楼。门楼由木柱架接而成，均为三层结

构，每根木柱下面布置青石雕花抱鼓石，梁枋雕花。门楼与主

干道垂直，有 13 条次干道，各姓氏各沿主干道及次干道左右

设置的小巷，向后延伸布置住房，形成以血缘为主脉的居住格

局。自唐以来，这里先后共建 5 座戏台和 66 座寺庙，延绵 5

个朝代，经久不衰，古风犹存。 

瑶寨至今保留明清民居 300多栋，随处可见社坛土地、舞

榭歌台、凉亭桥梁。其中大型的有，盘王庙、相公庙、老虎庙、

关公庙等。寨中，蒲鲤生井、山窟藏庵、犀牛望月、天马扫槽、

石窦泉清、古塔钟远、享通永富、岩虎平安等“勾蓝八景”，

与四周的车尾山、人平山、呼雷山、望月山等首尾相连，形成

极好的山水风光。无论是登高下望还是村中流连，眼前的青山、

流水、小桥、古村，都是一幅天然的风景画。 

勾蓝瑶寨有独特的习武传统，尤以瑶家女子拳、男子刀舞、

棍舞最为精彩。除一般性节日，逢赶鸟节、尝新节、洗泥节、

中元节、盘王节等，每节必戏，每节必舞。节日期间，勾蓝瑶

胞或跳起大鼓舞，吹响芦笙，集体欢庆，或耍龙舞狮，走村串

户，甚至请来本地戏班唱上 3天 3夜。这些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线路十：怀化市溆浦乡村旅游线路 

长沙南（高铁）——溆浦南——穿岩山景区——阳雀坡抗战古

村落景区——北斗溪镇——黄岩——会同高椅古村——靖州

地笋——返回长沙 

 

 

 

 

 

 

 

 

 

溆浦穿岩山景区位于溆浦县城以南统溪河镇，总面积

2907.37公顷，主要景点有蒲岩冲、雁禾界、枫香坪、观音洞、

九龙潭、茅里庵、枫香瑶寨等。景区以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为

依托，以古村落、梯田、山峰、峡谷、溪流等资源组合为特色，

是集山水观光、休闲度假、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科普教育等

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会同高椅古村位于会同县境内巫水河畔，距县城 45 公里，

因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宛如一把高高的太师椅而得名“高

椅”。古村现有居民中，85%的村民为杨姓侗族。该村落是一

处保存较完整、建筑规模较大的古民居村落，现保存有明洪武



十三年到清光绪七年连续 500 年间，修建的古民居建筑 104

栋。整个村落呈一朵梅花状，分布成 5个自然群落。民居建筑

均由高耸的马头封火砖墙所围，构成一个封闭的庭院，而又院

院相通，户户相联。高椅古村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中国十佳古村、国家

级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侗族）。 

靖州地笋苗寨景区位于靖州县三锹乡境内，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苗族歌鼟发源地之一，以苗族歌鼟为代表的民族文

化积淀深厚。寨中，苗族风情的吊脚楼民居建筑特色鲜明，古

迹文化保存完整，民俗文化传承较好。除了有被誉为“原生态

多声部民族音乐活化石”的苗族歌鼟，当地还有极具民族风情

的玩山会友、茶棚相亲、抢亲等习俗。2014 年 6 月，《爸爸

去哪儿第二季》第三期在此拍摄。 

通道皇都侗文化村景区位于通道县坪坦乡，距县城 10 公

里，由头寨、尾寨、盘寨、新寨等 4 个纯侗族村寨组成。它

1995 年开始对外经营，是集侗民俗文化展示、体验及休闲、

度假为一体的综合型旅游度假区。这里山美、水美、人更美，

是通道的“美人窝”。人们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这里是湖南

省首批命名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拦门酒、合拢宴妙趣横生，

普修桥、鼓楼工艺精湛。这里被列为中国八个经典村落景观之

一。这里民风淳朴，人民生活安康有序，素有“路不拾遗，夜

不闭户”的美誉，被无数文人墨客称为和谐美丽的世外桃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