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林晓英、翁斌

遂昌，地处钱塘江、瓯
江源头，是浙江省重要的生
态屏障地区，是华东地区生
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之一，也
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

遂昌生态环境优越，全
县森林覆盖率达83.5%，居
全省前列。拥有华东地区
几近唯一的原始森林——
九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以及全国最早以县命名的
森林公园——遂昌国家森
林公园。境内地热资源丰
富，湖山温泉单井日出水量
全省第一。全县负氧离子
每立方厘米平均含量达到
9260个，高出世界清新空
气标准6倍以上。遂昌生
态环境状况级别全为优，生
态文明总指数位居全省前
茅。“山也清，水也清，人在
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
400年前汤显祖笔下的诗
句正是遂昌原生态环境的
生动写照。

遂昌文化底蕴深厚，好
川文化、汤显祖文化、红色
文化、民俗文化等争奇斗

艳。四千年前，勤劳朴实的
先民在这里创造了“东方文
明的曙光”——好川文化，
好川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江南第一

矿”——遂昌金矿开发历史
悠久，留有自初唐以来千余
年的丰富矿业遗迹。明万
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公
元 1593 年—1598 年），世

界文化名人汤显祖在此主
政五年，写就了不朽名著
《牡丹亭》；汤显祖亲自传
授的“遂昌昆曲十番”传承
至今，被誉为“音乐的活化

石”，已列入国家级非遗保
护名录。“班春劝农”重现
四百年前明代乡村农耕盛
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遂昌旅游资源富集，拥
有全国唯一的“金木水火
土”五行旅游。“金”是中国
黄金之旅——遂昌金矿国
家矿山公园；“木”是南尖
岩、神龙谷、千佛山、中国竹
炭博物馆等森林元素景区；

“水”是湖泊、温泉、瀑布和
漂流等水体旅游资源；“火”
是党在遂昌建立了浙西南
第一个支部和第一个县委，
刘英、粟裕在王村口建立了
浙西南最重要的革命根据
地，留下了许多红色旅游遗
址；“土”是遂昌率先把健康
农业作为区域品牌来培育，
创造了农村电子商务的“赶
街模式”，农家乐乡村休闲
旅游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近两年，遂昌依托丰富的自
然禀赋和文化内涵，紧紧围
绕打造“研学、旅居、团建、
会议”四大精品旅游和疗休
养目的地的目标，扎实推进
各项工作。

月光巍峨忆红军，乌
溪一曲抱村流。

王村口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自清代康熙年起
成为浙西南重要交通要塞，
拥有众多保存完好的明清
古建筑；民房沿溪而建，形
成断层、错层吊脚楼建筑，
素有“千年古镇”、“凤凰古
城”之美誉，2006年被列为
省级历史保护名镇。

1935年1月，当中国
工农红军主力进行长征，
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刘
英、粟裕将军带领红军进
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开
辟了以王村口为中心的浙
西南游击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在王村口一带开展三年艰

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给王
村口镇留下很多革命遗址
和革命故事，是浙江省内
少数拥有类型众多、自成
体系、保存完好、具有一定
规模的革命历史遗存。有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粟裕同
志纪念碑、白鹤尖、蔡相
庙、天后宫、宏济桥等六处
革命遗址。

王村口镇被列为国家
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浙
江省文物保护单位、浙江
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
江省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
学示范基地、浙江省高等
学校思政实践教学基地和
丽水市党史教育基地等，
有“红色古镇”“浙江井冈
山”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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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

遂昌积极打造
精品疗休养胜地

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
园拥有宋、明、清等时代诸
多采矿遗址，其中“唐代金
窟”古矿硐规模宏大，保存
完整，文献记载丰富详实，
采用的“烧爆法”采矿、“灰
吹法”冶炼技术对古代矿
冶科技史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民族
英雄戚继光、文天祥，当代
戏剧家田汉、诗人郁达夫
等均在此留有遗迹或传
说。

公园现已开发黄金青

年公寓、黄金博物馆、黄金
商业街、金池淘金体验区、
黄金冶炼观光区、上元茶
楼（金都桃花源）、银坑山
水库、瑶池仙境、叠翠农
家、金艺科普游、金龙穿山
游、金窟探险游等旅游项
目及景点。

遂昌金矿是全国2000
多家4A级景区中唯一一
家以黄金矿山为主题的矿
山公园，是世界三大金矿旅
游胜地之一，是全世界唯一
活着的千年金矿。

南尖岩景区位于浙江
省遂昌县西南部，主峰海拔
1626米，夏季平均气温不
高于26℃，是国际摄影创
作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
区、浙江省首批生态旅游示
范区、浙江省首批文明风景
旅游区、浙江省五星级森林
旅游区、浙江省综合品质十
佳景区。景区集华东第一
长5D云端玻璃桥、玻璃栈
道、缥缈的云海、千亩梯田
以及南方的古村落和壮观
的流泉飞瀑、奇峰怪石于一
身，融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文化寻幽、摄影教育于一
体。

看山看云看梯田，人间
仙境南尖岩。南尖岩景区

空气中负氧离子每立方厘
米平均含量达到2万个以
上，高出世界清新空气标准
13倍以上，是休闲养生的
胜地。

南尖岩山庄是以四星

级标准建造的度假酒店，有
会议中心、购物中心、休闲
娱乐中心等配套设施，是集
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
的综合型度假山庄。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千
佛山是遂昌县第一家规范
化旅游景区，距县城约30
公里。清光绪版《遂昌县
志》载：山上岩石怪异，可见
千尊佛像，故名“千佛山”。
景区内峡谷清幽，林木茂
密，景色秀丽，被誉为“江南
九寨”。明代遂昌县令汤显
祖曾以“朝日暮卷，云霞翠
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的
诗句赞美千佛山。

千佛山不仅山水引人，
更妙的是景区未来寺内有
一座神奇的天然山体弥勒
佛，高达百丈，坐东面西，身
披天然植被袈裟张开佛手
呵护众生，佛是一座山，山
是一尊佛，实属大自然的神
奇造化与恩赐，令人震撼。
据考证，遂昌县在历史上佛

缘颇深，唐代著名画僧贯
休曾在千佛山翠峰院隐居
14 年，完成了十六罗汉
图。清代著名抗英将领朱
煌在道光八年至十五年
（1828—1835）在遂昌任县
令时，曾写下：“石佛高盘万
仞山，昙花现处照溪湾，纵

然色相空中现，只在非空非
色间”的诗句，将千佛山的
禅境刻画得淋漓尽致。

玄妙奇幻的千佛山，可
赏山、听水、品茶、闻法、禅
修、礼乐，自然雅趣，相得益
彰，是身心灵三位一体共同
滋养的绝佳之地。

位于钱江源头的湖山
乡红星坪村，毗邻“千佛山、
南尖岩、乌溪江漂流、北斗
崖滑雪场”等著名景区。含

“隐泉·隐山”两栋精品客
房、萤石矿温泉多个汤池、
遂昌本味的“寻味”餐厅、一
方大草坪、一个星酒吧、两
片标准户外网球场地、泉景
健身房及精心打造的儿童
俱乐部。

从园林布景到酒店配
置，低调内涵的“隐”文化可
见一斑。巧借黄兆山、乌溪
江之山水意境，松竹的青葱
与细石的白净遥相呼应；房
间地暖空调茶室汤池一应
俱全，床品达到极度舒适。
亲自然中可享超五星设施、
专职管家服务，温泉和酒店
隐于山水间，山水因它们而

灵动。
玫瑰、竹醋、鱼疗等大

小汤池均引自湖山萤石矿
400米矿井的温泉出水口，

水质清澈而爽滑，匹配干湿
蒸及海盐浴房，房间自带汤
池及闭环设计都让泡汤方
便且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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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第一金矿
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园

看山看云看梯田 人间仙境南尖岩

红星坪温泉精品酒店

“浙江井冈山”
红色古镇王村口

“江南九寨”千佛山

记者邹伟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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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省职工疗休养基地

■通讯员王钰哲等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
中的远方：宁静、梦幻、不受尘世打
扰。地处浙江省淳安县西南部的下
姜村就是这样一个仙境般的地方。

下姜村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担任省委书记时的基层联系点，村庄
的绿色发展转型之路是从他的第一
次走访调研开始。既要绿水青山，又
要金山银山，久困于贫困的下姜村，
从此开始了基于绿水青山的从“穷脏
差”到“绿富美”蜕变之路。首先，通
过土地流转让村民从土地束缚中解
放出来，然后引进资本发展成为绿色
农业、生态农业、美丽农业，再以“原
山”“原水”“原村落”为基础，深入推
进农旅融合，并借着千岛湖全域旅游
快速发展的东风，发展以农场采摘、
登山康养为特色的旅游业和教育培
训，先后培育猪栏餐厅、农事体验、手
工展示、精品民宿等十余种业态。

现在的下姜村，已经成为淳安乡
村旅游的重要名片。枫林港将村庄
一分为二，神似太极图案。所以，下
姜村早在800年前，就被古人赋予绿

水青山的美好期许。白墙黑瓦，村道
卵石，山亭错落，小桥流水，若是走进
下姜，入眼皆是景。

近年来，下姜村始终按照习总书
记“四种人”要求，全力争当全国乡村
振兴示范。先后被评为全国创先争
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落等。
2015年成功创建国家3A级景区，
2019年顺利通过国家4A级景区验
收。村内有民宿36家639个床位，
村集体成立景区公司实施“五统一”
运作模式。同时，由党员干部带头发
起，建立以村民“人口、资源、现金”入
股的下姜实业发展公司，探索“均衡
发展、共同致富”的农村发展新模式，
并向全国公开招聘“乡村职业经理
人”，为农村乡村振兴人才缺乏探索
了一条新路。

住惯了整齐划一的酒店，看惯了
熙熙攘攘的人群，习惯了灯火辉煌、
车水马龙的喧闹，下姜，或许就是我
们一直在寻找的远方。来这里疗休
养，让我们再次回归田园，给心灵找
一个静怡的空间。

■通讯员王钰哲

杭州湘湖跨湖桥景区位于杭州
市萧山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湘湖
有西湖的姊妹湖的美誉，是浙江文明
之源头，拥有跨湖桥景区等4家4A
级景区，开元森泊度假乐园、逍遥山
庄等多个高端餐饮住宿业态以及跨
湖桥遗址博物馆、杭州乐园、长乔极
地海洋公园等50余个优质景点资
源。

跨湖桥景区自然资源丰富，文化
底蕴深厚，拥有跨湖桥文化、古越文
化、湖田水利文化、诗词文化等，是集
名湖观光、文化体验、研学游乐为一
体的综合性生态人文旅游目的地，也
是国内首个融入自然山水间的户外
实景文化“博物馆”。

景区不仅风景秀丽，而且历史积
淀深厚。这里是萧山历史起源地，是
2500年前吴越争霸的战争地；是美
女西施当年由越入吴、以身许国、奔
赴国难的出发地；更是唐代大诗人贺
知章的故乡；李白、陆游、文天祥、刘
基等历史名人也曾到此游览并留下
了脍炙人口的诗文。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总书记曾两次莅临景区考察指
导工作，对湘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
对湘湖未来发展寄予了厚望。

为将跨湖桥景区建设成为高质
量的“浙江省职工疗休养基地”，湘
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围绕“五
个一流”持续推进景区提升和旅游
体验升级工作，即：一流的自然山水
环境、一流的公共配套设施、一流的
旅游业态产品、一流的管理服务水
平和一流的社会综合效应。对照
5A级景区的标准要求，完善景区旅
游规划、开展景区整改提升；导入市
场思维，积极寻求疫情之下的破局
之机，发起成立“湘湖旅游联盟”，设
立文旅产业专项扶持资金，联合开
元森泊、逍遥庄园和跨湖楼集团等
众多文旅企业，持续推出旅游惠民
系列活动，整合推出文旅“拳头”产
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全力打
造成为第一个覆盖5G信号的5A级
景区。

湘湖推出的疗休养路线结合湘
湖历史人文、当季特色景致、爆款湘
湖美食而精心打造，共分为“湘湖度
假区欢迎您”“泛舟湘湖探索吴越”

“运动嘉年华”“大国风范、萧山风采”
“祈福之旅”五部曲。在这里，可体验
竹海漫步的浪漫，扬帆起航的快意，
画舫游湖的惬意；也可以浸润在湘湖
悠悠的历史长河里探索、思考，感受
8000年前跨湖桥先民搏击浪潮的豪
情、2500年前吴越争霸的风云……

近日，为积极推动我省美丽
乡村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引导
和规范全省工会职工疗休养基
地规范化建设，更好地满足职工
群众对疗休养活动的多样化需
求，省总工会认定了首批119家
浙江省职工疗休养基地，不仅有
工人疗（休）养院、农家乐集聚

村、特色（风情）小镇，还有红色
旅游景区和文旅度假综合体。
这些基地人文内涵丰富、自然景
观独特，交通便利、设施条件和
管理服务较好。

本周起，本报疗休养版将带
你领略这些各具特色的疗休养基
地，看看哪一家更能打动你！

梦想中的田园
下姜村

杭州西湖的姊妹湖
湘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