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里长江第一湾——簰洲湾
俯瞰中国的地理图，万里长江流到

了嘉鱼县境内，突然拐了一道大弯，看上
去，就像上帝的大拇指倏地伸进了长江
腹心，这便是著名的“簰洲西流”，又名

“簰洲曲流”、“簰洲湾”、“西流湾”，号称
“万里长江第一湾”。

簰洲西流绕巍巍大堤而行，有些地
方极狭，宽度不足4公里，却有长度接近
60公里的江岸线，长江在这里，形成了
三十里自东往西流的奇观，故有“万里长
江向东流，三十里西流过簰洲”之说。“西
流涛声”也作为一道奇特的景观被列入

“嘉鱼八景”。
长江西流形成的洄流湾，让簰洲湾

成了天然的良港和江鲜聚集栖息的宝
地。这里生长的鮰鱼，是长江水产三大
珍品之一；被当地人成为“麻花鱼”的“刀
鱼”，则因肉嫩刺少备受人们喜爱。

二乔公园
行走在三湖连江风景区，最引人注

目的，莫过于两座大小半岛间伫立的一
座汉白玉石座上的两位古典美女雕像

了。雕像中的女子仪态甜美大方，衣着
雍容高贵，在一湾湖水的映存下显得清
新脱俗、宛若天仙，这对姊妹花就是三国
时期的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

作为二乔故里，嘉鱼人民在三湖连
江梅懈湖北岸的两个半岛上修建了二乔
公园来纪念她们。二乔公园以三国文
化、二乔主题为背景，按“二区三团”、“六
轴七景”规划布置景观，建有群众文化广
场、影院、音乐喷泉、汉代楼阁、二乔雕
塑、根雕展厅等文化设施，已成为“二乔
故里”嘉鱼的靓丽旅游名片。

旅游简介：
嘉鱼县历史上属于“云梦泽”和八百里洞庭湖湖区，因泥沙淤积

形成了冲积平原。嘉鱼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楚国版图范围，又名沙阳
堡，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设置沙阳县，南唐保大11年（公元
953年）取《诗经·小雅·南有嘉鱼》之义得名，立县建制有1700多年
的历史。

嘉鱼县是武汉城市圈、长江经济带和武汉新港的重要组成部
分，地处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大中部引擎连接线，武深高速、武汉城市圈
外环高速、嘉鱼长江大桥交汇点，位于鄂湘赣“中三角”的核心地带，
是国家多重产业配套发展政策叠加区。

近年来，嘉鱼县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确立了建设“旅游强县”
的工作目标，完成了总体规划编制和发展定位，依托三湖连江生态
风景区谋划建设“环三湖连江休闲旅游经济圈”，依托“咸嘉生态文
化城镇带”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挖掘历史人文积淀，突出江南水
乡特色，打造华中优秀旅游目的地。

经过多年发展，嘉鱼成功创建国家AAAA、AAA级景区各1处，
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1个，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1个，省级生态旅
游示范区1处，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3个，湖北旅游名镇、湖北旅游
名村各1个；发展高星级农家乐5家，其中五星级2家、四星级3家、
三星级7家、百亩以上规模蔬果采摘园20余家。现有旅行社4家，四
星级旅游饭店1家，三星级旅游饭店2家，二星级旅游饭店2家，在建
四星级酒店3家。

传说唐明皇沿着长江南巡，御舟行
至一处江河湖泊相连的鱼米之乡，想起
《诗经·小雅》中“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
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的诗句来，于是，
金口玉言道：“嘉者，美好也，就叫它嘉鱼
吧。”嘉鱼由此而得名。

古老的传说，赋予了这块土地灵动
的气质；智慧的嘉鱼人民，更创造了丰厚
的鱼乡文化和浓厚的鱼乡风情。在这
里，鱼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渗透到
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平常人家过年，吃
团圆饭桌上必有鱼，寓意“年年有鱼
（余）”；传统佳节、男婚女嫁时，鱼是必不
可少的礼品，象征“吉庆有鱼（余）”；唱渔
歌、跳鱼舞、吹鱼器、对鱼联是嘉鱼最大
众化的民间文化活动；鱼形泥制的民间
乐器“呜嘟”，其音色深厚，幽远飘逸，意
境空旷，悠然动听，恰似嘉鱼人积极向
上、迎难进取、奋力拼搏、不屈不挠的生
命象征。

每当夜幕降临,环湖公园灯火点点,
沙滩浴场歌声飞扬,在湖心的桃花岛上
隐约飘来琴声抑或是笛音。这个时候，

人们不紧不慢地背着双手，来到湖边散
步,看一看这优美的湖, 吹吹温柔的湖
风，可让人忘却烦恼，心生空旷。

月色下的二乔公园里,微风轻轻穿
过树梢,在脸颊掠过,似柔声低语,柔情
似水,像是在向你诉说二乔姐妹缠绵千
年的爱情故事。垂柳岸边,临湖的长堤
上,更有少男少女们在享受着情景交融
的诗情画意。此情此景，难免会勾起人
们往日那刻骨铭心的恋情，心头涌上一
丝甜蜜。

风景如画的山湖温泉景区，二乔池
里，热雾弥漫，春意融融，朦胧中似乎还
留有小乔出浴后的娇羞和余香，恍惚中
还能聆听到千年前二乔姐妹一段少女欲
说还休的花季私语。

冬日薄雾里，雄风台下惊涛拍岸，演
武场上旌旗猎猎，令人仿佛梦回那金戈
铁马的英雄战场，依稀看到羽扇纶巾、从
容潇洒的周郎的英姿，黯然消失在暗淡
的刀光剑影里和远去的鼓角争鸣中，感
慨英雄壮志未酬的悲凉。临江西壁的鱼
岳山上，江风呼号，孔明草船借箭的“取

箭所”临江而立，雄风依然，细说着过往
的风流人物。

行走嘉鱼，最难忘的是春雨蒙蒙的
三湖连江风景区。春来碧水天，画船听
雨眠，三湖连江犹如一幅唐宋山水画，向
游人展开那清丽的画卷。

嘉鱼的美，牵系着游子思乡的情怀，
总能勾起美丽的乡愁。那碧叶连天的万
亩荷塘里横出的扁舟上，何时再见采莲
女子“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倩影？那一片
片金灿灿的油菜花馨香扑鼻，可有儿时
青梅竹马的玩伴？那一畦畦绿油油的蔬
菜看上去青翠欲滴，佝偻的父亲是否荷
锄而归？……每每在炊烟袅袅的傍晚，
在渔舟唱晚的时候，抑或是层林尽染的
季节，山水田园诗般恬静悠然的家乡总
是那么让人魂牵梦绕！

来吧，来到这里，来到这个有着浓厚
的中国鱼文化、温泉养生文化、诗经文化
和三国文化的人文城市；来到这块充满
活力、播种希望、值得期待的沃土，来到
这处感悟生命、放飞身心、澄净心灵的养
心圣地！这里值得品味！ （李德文）

二乔故里 诗经嘉鱼

养心圣地 品味嘉鱼

三湖连江风景区
三湖连江风景区由马鞍山—金虾

湖、梅澥湖—牛头山、白湖—白云山组成
了“三湖三山”的独特景观，像璀璨的明
珠洒落在嘉鱼县城周围，成就了嘉鱼“江
水抱县城、三湖连长江、水绕青山转、城
在水一方”山水园林城的美誉。

景区内层峦叠翠、丘岗起伏，湖水清
澈可鉴，湖岸曲线参差，有七十七湾之
多；牛头山省级森林公园、岳公亭、南如
古寺、白湖桥、雄风台、群贤苑、濯心亭、
诗经三岛、二乔公园、沙滩浴场、湖心岛、
环湖公园等主题景点点缀其间，突出展
示嘉鱼的诗经文化、鱼文化、三国文化。
动人的故事和传说，给自然朴素的湖泊
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洋溢着一种耐
人寻味的情调。

山湖温泉
相传大乔、小乔自孩提开始，便在嘉

鱼温泉池中沐浴，天长日久，她们的肌肤
越发圆润光滑，出落得美艳绝仑。山湖
温泉度假区位于牛头山南麓、白湖北岸，
占地2400亩，拥有2万多亩自然湖景、
6000多亩茂密森林，100多个岛屿镶嵌
其中。沐浴在温泉里，湖光山色尽收眼
底，放飞灵魂回归自然，称得上是“中国
养心第一泉”。

山湖温泉是国家4A旅游景区，建有
动感区、养颜区、养生区、历史文化区、休
闲区、温泉SPA、盐水漂浮区8大温泉主
题区，共有68个风格各异、大小不一的
功能温泉池，设有大型冲浪池、温泉滑
道、鱼疗池、盐海漂浮馆、黑泥养生馆等。

文庙山
文庙山，原名龙潭山、龙山，坐落在

嘉鱼县城之北，长江南沿，海拔58米。
文庙山承载着嘉鱼县浓厚的儒教

文化。宋淳熙戊申年（1188），县衙将大
成殿（文庙）从鱼岳山腹部迁建于龙潭
山南麓，自此以后，进入文庙传经论道、
求贤拜学者络绎不绝。山因文庙而
名，清末以后，龙潭山渐渐被人们称为
文庙山。

嘉鱼文庙，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
米，是一组规模较大、建筑宏伟的古建
筑群。文庙建筑群由棂星门、大成殿、
东西庑、明伦堂等组成，前后一线，左右
对称，具有我国传统建筑风格。文庙自
宋至清，历经增修，缘山层叠而上，形成
五重。

官桥八组
官桥八组位于嘉鱼县南面，属江南

丘陵地区，仅有农户64户，人口245人，
版图面积2平方公里。官桥八组是全国
工农业旅游示范点、生态农业旅游示范
区，2014年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

村庄城镇化、工厂园林化、农民现代
化，是官桥八组的真实写照。这里青山
绿水，鸟语花香，一座座别墅掩映在绿树
红花之中，人工湖碧波荡漾，杨柳依依。
北湖和南湖将旅游与农耕文化有机融
合，为人们提供休闲场所；四季长青的森
林公园是远近闻名的绿色氧吧；文昌塔
取文化昌盛之意，是田野集团的标志性
建筑；乾坤阁相比文昌阁更小巧却另有
一番独特风格，疏林区、密林区、游园区
和听雨亭，曲径通幽处，风景处处新。

舞龙灯
渡普镇自古便有舞

龙灯的传统习俗，以求
龙灵护佑。渡普舞龙灯
很有讲究，一般需要百
人以上，龙灯主要舞的
是“九龙下海”和“五龙
拱神”。

簰洲说唱
“一碗茶，一袋烟，男女

老少乐翻天；父老乡亲排排
坐，快快乐乐赛神仙。”这就
是簰洲说唱的开场白。悦
耳的簰洲方言俚语，长久流
传的民间唱腔，滑稽幽默的
道白，令人倍感亲切。

呜嘟
呜嘟是起源于嘉鱼簰洲地

区的民间乐器，是首批湖北省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呜嘟用
泥土捏成，外形像条鱼，背上10
个孔，轻吹一端，会发出圆润悠
长的声音。它是从荆楚文化遗
存中发掘出的乡土乐器，已有
千余年历史，是我国迄今为止
唯一能演奏和音的土类乐器。

采莲船
“采莲船呀嘛哟哟，拜新

年呀嘛划着……”在嘉鱼，每
逢正月初一至十五，采莲船便
沿街串乡拜新年。采莲船用
竹木精心制作而成，一名少女
立于船楼中，一个或两个艄公
执桨在前，一个艄婆执扇在
后，手握破芭扇随船而行，边
舞边唱。

簰洲歌谣
《打芦席》，反映了

旧社会簰洲人民的勤劳
与艰辛；《骑上“凤凰”好
风光》，唱出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簰洲民间歌谣，是
人们口头文化的瑰宝，
印证了历史变迁。

簰洲民乐“十样锦”
“十样锦”是流传在

簰洲地区的一种古老的
吹打乐，由笛子、小锣、
马锣、边鼓、黄锣、催锣、
钹、三星等十种乐器组
成，主要曲目有《合头》、
《正合头》、《反合头》、
《合家欢》、《雪花飘》等。

渡普镇位于美丽的西梁湖和斧头湖之间，素有
“两湖夹一坡，鲜鱼火车拖”之称，端午赛龙舟的习俗

在这里由来已久。每年五月初一至初六，当地老百姓都会自发性组
织龙舟表演和比赛活动，经久不衰。

香煎臭鳜鱼

锅巴藕圆子

糍粑鳡鱼

龙骨野藕吊锅

豆腐圆子

藕带

簰洲鱼圆

簰洲湾螃蟹

龙舟赛

美食对每个人的吸引，
都是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量。
智慧的嘉鱼人民创造了丰厚
的鱼乡文化和浓厚的鱼乡风
情，更创造了让人闻香欲醉、
馋涎欲滴的饮食文化。

在嘉鱼，最有标志性的
美食就是鱼。酥脆可口的毛
花鱼、紧实耐咬的糍粑鳡鱼、
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鳜
鱼、散发着清鲜香味的家常
鲫鱼、麻辣香溢的杂鱼火锅、
鲜香酸甜的西红柿炖鲜鳜
鱼，更有那经大火熬制的大
骨加上秘制作料炖出的江鲢
炖汤……看着桌上火锅里白
练的滚烫鲜汤，邀朋呼友，把
酒叙旧，大快朵颐，实乃人生
一大快事。

除了鱼，嘉鱼的美食数
不胜数。曾登上《舌尖上的
中国》的龙骨野藕吊锅自不
必说，簰洲湾螃蟹、蜜泉湖龙
虾、簰洲鱼圆、豆腐圆子等，
都是“闻香识嘉鱼”的特色佳
肴，除了满足自己的胃，还可
以带给亲朋一同享受。

第八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特刊第八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特刊10版 2016年10月 28日 星期五

E-mail:xnrbxwb＠163.com
电话：0715－81287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