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汀泗怀古（汀泗桥，汀泗古街，烈士陵园；推荐单位：
汀泗桥镇人民政府）

汀泗桥镇“镇以桥名，桥
以人名”。很久以前，汀泗人
隔河而居，一位叫丁四的老
人在河边以打草鞋为生，见
商贾行人过河不便，就以终
生积蓄捐资修建了独木桥。
1247年唐代贞观年间，官道加
强建设，便在原有基础上修建成三孔石拱桥，后人遂定此桥名
丁四桥。再经文人墨客点染，在“丁”和“四”两个字前加了三
点水，遂成现在名称，这座桥见证了汀泗淳朴的民风与崇尚公
益事业的精神。汀泗桥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伐七大战
役之一的汀泗桥战役便在此地展开。

汀泗桥镇有东西两条古街。西街上一栋古宅占地
3000多平米，为明神宗的太傅章太轩所建，至今章氏第十
七代后人仍居于此。东街的“醉仙阁”酒楼建于明朝，为古
镇昔日的繁华之所。此外当地人所建的一处百年欧式老楼
也保存完好，曾为叶挺北伐军的指挥部。

始建于宋代的竹厂街，是古镇保存最好的街巷之一，街
上各色明清古宅沉寂凝重，铺路青石光可鉴人，无言地述说
着此地的历史。

汀泗桥北伐战役遗址则因北伐之战而广为人知，全国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汀泗桥战役遗址进行了多次修缮，并
派专人看护，叶剑英元帅题字“北伐先锋”，彰显着国家对革
命先烈的缅怀。1988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全省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定为第三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成为湖北省国防教育基地。

二、英烈豪情（北伐汀泗桥战役纪念馆；推荐单位：汀泗
桥镇人民政府）

北伐汀泗桥战役遗址纪
念馆新馆位于汀泗桥镇区，
占地6亩，建筑面积1400平
方米。馆内以灰黑色调为
主，庄重严肃，一幅幅图片诉
说着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光辉
历史。这里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步入其中，可感受战火
的硝烟，接受革命的洗礼。

三、嫦娥风韵（嫦娥湖、嫦娥山庄；推荐单位：汀泗桥镇
人民政府）

嫦娥湖，位于咸安、崇
阳、赤壁三县交界处。传说
嫦娥奔月后，日夜思念后羿，
私自下凡与之相会，结果被
天蓬元帅发现，威逼成亲。
后羿为保护嫦娥，与天蓬元
帅争斗，结果不慎掉入大海，
嫦娥日夜跪哭，泪水汇流至此成湖，因名嫦娥湖。湖中有
50多个岛屿，138处港汊水道，有野生银杏、红豆杉等珍稀
树种生长其中，并有近万亩古松、楠竹，林茂竹翠，环境优
美。中央电视台《金土地》栏目曾在此拍摄专题片《嫦娥迷
恋的地方》。

嫦娥风景区距市区14公里，由玉泉谷、飞仙洞、玉兔
苑、桂竹林四大景区组成。飞仙洞全长1500米，分为上下
三层，呈螺旋形立体迷宫状，洞中有定海神针、音乐石瀑、蟠
桃会、玉麒麟、月宫桑罗树等诸多景致，令人叹为观止。玉
兔苑是一座奇石“动物园”，有雄狮啸天、犀牛望月、鹰嘴岩、
虎贲等40多处精华石景。桂竹林万亩秀竹摇曳生姿，碧波
荡漾，气候宜人。玉泉谷是一道绿色长廊，泉水千年不涸，
谷幽竹翠，溪流飞瀑，鸟语花香，被誉为“十里画廊”和“天然
氧吧”。

四、碧波万顷（星星竹海、奇石林;推荐单位：汀泗桥镇
人民政府）

星星竹海风景区距武汉
市86公里，距温泉城区16公
里。风景区最高处海拔700
多米，年平均温度为15摄氏
度左右。它既是联合国林业
考察基地，又是湖北省最大
的竹林风景区，现有竹林面
积万余亩，称“万亩竹海”。景点内有百像园、迷你园、流芳
园、情人岛、石龙景区五大景区，翠竹亭、观竹台、半山泉、石
龙、群仙会龙、石龙戏珠、王氏天葬、铁锚尖、天深洞、古树
林、柏树界、蔡仙崖等主要景点星罗棋布，各显千秋。1996
年，该地成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奇石林门楼建于1995年，为中式仿古建筑。门楼上刻
有“奇石林”三字，为中国当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原全国政
协副主席胡绳所题。奇石林在三亿年前是一片汪洋大海，
后由于地壳运动引发海底火山爆发而成。这里生长着多种
珍稀植物，如红豆杉、赤枫、赤楸、楠木等。更奇的是石林里
造型各异的石头，惟妙惟肖，百态千姿，神奇绝世。

五、上善太乙（太乙温泉、太乙洞、太乙观；推荐单位：太
乙温泉酒店有限公司等）

太乙洞风景区位于温泉
以南5公里处的蒋家洞村，距
武汉86公里。太乙温泉充满
浓郁的东南亚异国风情，环境
清新、格调优雅，设有72个露
天特色温泉泡池，投资规模大、
规格档次高、享有“华中首家国
家AAAA景区森林式露天温泉”的美称。

太乙洞相传是太乙真人下凡为民造福掘凿而成，主洞
全长2000余米，有支洞8条，大小景点100余处，洞内钟乳
倒悬，石笋群立，有太乙真像、鲲鹏展翅、劈山宝剑、苏武牧
羊、天赐神鼓、锦秀长城、卧龙池、观音座莲、镇妖塔等主要
景点40余处。其中高山流水、天然石瀑等四处景点系溶洞
之最，还有可容纳万人的大厅。太乙洞洞中有洞，洞中有
湖，洞洞相连，堪称鬼斧神工，被誉为“楚天第一洞”。

太乙观地处咸宁温泉太乙山上，与“太乙洞”首尾相应，
是湖北省道教著名宫观之一。太乙观初名为万岁观，唐高
宗时改万岁观为太乙观至今。《咸宁县志》卷四载：晋代时有
著名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医学家葛洪曾至此炼丹，至今此

地还有多处葛洪仙迹留存。至南宋天监年间又有本地道士
蒋雄在太乙古观修道多年，一日梦中得真人点化，行道民间
救苦救难于世人，功成飞升，至今此民间关于蒋雄的功德圣
迹仍有甚多。

太乙观地势欲进而却，欲止而深，宛委自复，来积止聚，
冲阳和阴，化生万物。建筑仿明清古式，一进三重，依中轴
而建，碧拱飞檐，雄伟古朴。不仅是道教修炼仙道、礼神朝
真的清静圣地，也是善男信女调养心息、消灾灭障，了解道
教文化的福祉宝地，更是鄂东南地区度假休闲、游览娱乐、
体验仙趣的好去处。

太乙湖湖光山色两相映，湖水碧绿，清澈见底，湖的周
围则是连绵不断的山峰。无风的时候，水平如镜，朵朵白
云，青青山影倒映于湖面，山光水色，融为一体。乘着大大
小小的船儿在水中穿梭，好像是在青山、白云之间游动，使
人想起欧阳修的《采桑子》一词“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
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六、金蟾折桂（笔峰塔；推荐单位：向阳湖镇人民政府）
笔峰塔，又名慈恩雁塔，

俗称宝塔，曾改名向阳塔。
笔峰塔始建于宋朝，坐落在
咸宁西北七里处的严家嘴
处。淦水如带，穿山绕城，蜿
蜒百里，流经严家嘴而缓缓
汇入斧头湖。严家嘴山嘴之
上，一塔如笔，遥遥倒插青天，塔上风铃，远远地召唤湖上的
片片归帆。

七、十里向阳（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推荐单位：向阳湖
镇人民政府）

向阳湖湿地公园位于斧
头湖的上游区，其东至京珠高
速、南至向阳湖路、西至三八河西
堤、北至咸安区行政边界。公园
总面积5952公顷，其中湿地面
积 5064 公 顷 ，湿 地 率 为
85.08%。这里是野生动植物
的生态乐园，也是民众绿化观光的旅游走廊。曾有人赞颂
此地：生态湿地，诗意咸安；百鸟齐飞，醉美公园。

八、花团锦簇（向阳湖湿地花海；推荐单位：向阳湖镇人
民政府）

向阳湖湿地花海位于向阳湖镇斩关村，占地600多亩，
有大棚培育区、农耕文化区、奇花异草区等主题区域和爱情
浪漫花海区、花船出港、木屋部落和霍比特居民区等多个景
点，配合滑草、游艇、观光小火车、大风车等游乐设施，形成
了一个充分展示当地水文化的区域。

九、五七轶事（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推荐单位：向阳湖
镇人民政府）

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总
面积约78，000平方米，主要
包括五七区、窑厂区、红旗
区、向阳区等四大区域，是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69年春，文化部所属
的26个部门和文艺团体的
6000多文化人及其家属，分3批先后下放到咸宁向阳湖

“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其中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国家级专
家、学者、作家、画家、名演员。他们在这里烧砖盖房，围湖
造田，五年间为当地留下了上万亩湖田，上千栋富有北方风
格的四合院和一篇篇流光溢彩的不朽之作，如郭小川的《楠
竹歌》、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臧克家
的诗集《忆向阳》等均已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宝贵财富。

十、鹤舞酒仙（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推荐单位：黄鹤楼
酒业）

黄鹤楼森林美酒庄园景区位于咸安区，占地729亩，是
全国唯一一个厂区内拥有森林、湖泊、山地等自然资源，且
有独特的洞藏酿造、窖藏环境的美酒生产基地。在这里，游
客们可以感受传承千年的酒文化魅力，可以零距离探究湖
北老字号名酒——黄鹤楼酒的生产奥秘，可以体会亲自酿
造美酒的乐趣，并免费品尝美酒。因其特色明显，资源独
特，该地正在申报国家4A级景区。

十一、铁血丹心（澄水洞（131工程）风景区；推荐单位：
澄水洞风景区）

澄水洞地下军事工程，由于决定之日是1969年1月31
日，又名“131”工程。该工程神秘而传奇，为毛泽东主席下
令修建的防核战争地下指挥部和战时住房。原计划投资3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一亿三千万元。该工程现已部分对外
开放，由于它的知名度和神秘感，所以每天都有不少人慕名
来此参观，目前已成为国防教育基地，国家AAA级旅游风
景区。

十二、萝田风情（白水畈田园综合体；推荐单位：高桥镇
人民政府）

白水畈田园综合体项目
总体规划11平方公里，覆盖
白水、刘英、洪港、刘桢等村，
是一个集吃、住、行、游、购、
娱为一体的田园大世界，也
是一个可以让游客全身心贴
近自然，体验农旅融合的文
化项目。白水畈是沙壤土质，土层深厚，水源清冽，长出的
萝卜酥脆甘甜，不同凡响，大量的史料、传说、民间故事都在
侧面证明着“白水畈萝卜”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十三、廊桥遗梦（高桥；推荐单位：高桥镇人民政府）
千湖之省数湖北，千桥

之城数咸宁。在咸宁，无桥
不成路，无桥不成村，无桥不
成镇，无桥不成市。高桥横
跨于高桥河上，是一座五跨
石拱桥，桥上建有长廊，长廊
两边，有座座石凳无言静候，

长廊两头，则有免费的大缸茶，又叫赐茶。此桥雄伟而优
美，与日月相伴，共山水齐美。行走于桥上，恍若脚踏历史，
大桥连接的，正是昨天、今天和未来。

十四、山花烂漫（大幕乡东源花海；推荐单位：大幕乡人
民政府）

东源村位于大幕山深
处，是个古朴的传统村落。
这里保留有久远的民居宗
祠，原始的田园阡陌，神秘的
洞穴深涧，诗意的小桥流水，
犹如一幅精致的水墨画，镶
嵌在鄂南大地上。东源村山顶上有上万亩的野樱花群，开
则艳盛浓妆，不留余地；归则风来花逝，飘零如雪。树下随
处可见流泉，于山石间潺潺而下。如今“东源花海”已成为探
春赏花乡村游的重点品牌，乡里出台樱花谷、樱花广场、樱花
雕塑、樱花酒店、樱花水岸、樱花园等相关建设规划，正在大
张旗鼓地打造“樱花小镇”。

十五、小镇寻鲜（贺胜鸡汤小镇；推荐单位：贺胜桥镇人
民政府）

贺胜鸡汤起步于 1982
年，历经30余年磨砺，打造
了一个中外闻名的饮食品
牌。贺胜鸡汤皮薄肉嫩、味
道鲜美，南来北往的客人均
赞不绝口。在这一品牌基础
上打造的“中华（贺胜）鸡汤
小镇”位于武咸城际铁路贺胜站东广场，总建筑面积约5.4万
平方米，分散布置了13栋2至4层的建筑单体，可同时接待
3000人用餐。小镇采用民国风情的建筑形式，结合开放式
的街区形态，引进了系列与鸡相关的饮食品牌的入驻。

十六、无相古刹（无相寺；推荐单位：双溪桥镇人民政府）
无相寺始建于唐末，原

为青阳名士、唐咸通进士王
季文隐居的书堂，王临终前
召嘱好友智英和尚，舍宅为
寺。宋初香火鼎盛，规模宏
大，设东、南、西、北院，治平
元年（1064）赐额。无相寺
风光秀丽，寺阁如画，登临此
处，既可欣赏头陀岭的秀丽风光，又可寻访古人的游踪，领
略旧刹的兴废，更可参近佛学，弘法利生，培福修慧。

十七、香城古街（推荐单位：湖北远升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香城古街位于温泉马柏

大道交警一大队旁。古街建
筑既有中式格调，又无复古
之赘，隐隐透出儒雅志气。
古街以“L”字行分布，古街
中心是一座富有古代风韵的
大戏台，是一个富有吸引力
的人文场所，隐含着咸宁政府向外界发出的“我搭台来你唱
戏”的呼唤和追求。

十八、鸣泉声深（鸣水泉风景区；推荐单位：桂花镇人民政
府）

鸣水泉风景区距温泉约20公里，距107国道 28公
里。风景区内山青、水碧、竹幽、石怪、峰妙、洞奇，气候温
润，景色宜人，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景区集六个第一
于一体：世界第一的“天然卧佛”，亚洲第一的“地下水闸”，
中国第一的“桂花之乡”，鄂南第一的“万人溶洞”，华中第一
个洞降基地，华中第一个户外攀岩拓展基地。

十九、古桂之源（桂花源风景区；推荐单位：桂花镇人民
政府）

桂花源风景区位于咸宁
市咸安区桂花镇内，历史悠
久，品种繁多，文化久远是该
风景区最大的特色。该区规
划面积2.7平方公里，核心区
约800亩，内有全国最大的
古桂群，树龄在50到100年
的桂花树达2000余株，百年以上古桂花树有200余株，“桂
花之源”的雅号，可谓名副其实。

二十、皇族古村（刘家桥；推荐单位：桂花镇人民政府）
刘家桥位于于中华桂花

之乡咸宁桂花镇境内，是一
个聚族而居四个世纪的古民
居群落，该地有保持完好的
四处明清古民居群落，大小
房间共 2000 多间，古朴典
雅，疏密有致，融青山、秀水、
翠竹、古树、栈道、廊桥、田园浑然一体。村中人自认为“彭
城世家”、“墨庄世家”，“帝王之后”，自古以诗书传家，民风
淳朴，风采独特，红白喜事，衣食住行均带古朴色彩，被誉为

“楚天民俗第一村”。

二十一、金桂明珠（金桂湖；推荐单位：桂花镇人民政府）
金桂湖水域面积 8000

余亩，四周群山环抱，竹林摇
曳，湖中九十九个岛屿星罗
棋布，多条湖汊蜿蜒流转。
春来山花烂漫，秋近丹桂飘
香，景色十分秀丽，是品不尽
的风光画，读不完的抒情诗。

二十二、贡砖茶韵（生甡川青砖茶研究中心；推荐单位：
官埠桥镇人民政府）

产于中国桂花之乡——
湖北省咸宁市桂花镇，始于
明，盛于清，有400余年悠久
历史，在中国2000年茶道中
占有一席之地，在1000余种

茶叶品牌中堪称老字号，曾被清廷定为"贡砖"。该茶于光
绪三十一年（1905）注册“生甡川”商标，光绪三十三年
（1907）清廷成宁商改办“川”字黄黑二茶，宣统三年（1911）
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质奖和荣誉证书，民国十六
（1927），在湖北省区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上被列为一等品展
出。生甡川青砖茶外形长为长方砖形，色泽青褐，香气纯
正，滋味浓醇无青气，水色红黄尚明，叶底暗黑粗老，是茶中
良品。

二十三、官埠往事（官埠桥；推荐单位：官埠桥镇人民政府）
官埠桥修筑于明代末

年，来往咸宁的达官显贵，骚
人墨客均在此登船上岸，故
取名“官埠桥”。明清年间为
鄂南重要的茶麻及小商品集
散地码头之一，民国期间的
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都曾波
及到此。

二十四、三江梦蝶（三江森林温泉度假区；推荐单位：湖
北三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一池清碧平如镜，几多小塘点星罗”，三江森林温泉景
区座落在著名的香城泉都——湖北省咸宁市潜山国家森林
公园东麓、紧邻淦河，融山地、森林、温泉、桂花、楠竹等原生
态资源于一体。温泉景区直接建设在温泉矿脉矿床上，属
于新开采温泉井，出水温泉52°，是真正的原生温泉。

二十五、状元浴茗（万豪温泉谷；推荐单位：万豪温泉谷
风景度假区）

“天赐温泉水，更惹人留连”，温泉谷度假区位于湖北咸
宁温泉潜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正门口，拥有中国中部地区最
值得体验的的世界风情温泉、国际SPA水疗、特色美食中
心、星级度假酒店、潜山茗道茶楼，是一个放松身心，品茗浴
泉的好地方。

二十六、人间瑶池（楚天瑶池温泉；推荐单位：楚天瑶池
温泉度假区）

“天上人间，瑶池温泉”。瑶池温泉度假村坐落于咸宁
市城区的潜山北坡山脚下，依潜山北坡自然地势修建而成，
也是“华中第一泉”的沸潭牌坊所在地。瑶池温泉度假村以
原生态、园林式露天温泉为最大特色，拥有十大类40多个
功能各异的特色温泉池，并具有完善的洗浴设施。“结庐在
人境，而无车马喧”，在瑶池温泉，人们洗去焦灼的心情，恍
如身处“瑶池仙境”。

二十七、凤栖泉涌（碧桂园温泉、碧桂园长廊；推荐单
位：碧桂园凤凰温泉酒店）

碧桂园金滩温泉运动中心的温泉水源取自地下2000
米的深处，温度约45度，富含多种有益人体的矿物质，适宜
养生健体，放松身心。温泉区内有25个形状不一功能各异
的温泉池、极富动感刺激的SPA水疗、令人称奇的温泉鱼
疗等，能让客人美容养颜，舒适身心。除温泉外，运动中心
还配备儿童画室、舞蹈室、跆拳道室等儿童娱乐设施，另有
高尔夫球练习室、保龄球馆、健身房、篮球馆等康体娱乐设施，
能让宾客动静结合，畅享深度放松。另外，碧桂园凤凰温泉酒
店拥有全长230米的民族文化风情的风雨艺术长廊，内有22
幅手绘壁画，色彩斑斓，图案精美，让人赏心悦目。

二十八、潭中悠游（十六潭公园；推荐单位：咸安区旅游
局）

十六潭公园尽显鄂南城
市风貌和鄂南民风、民俗及鄂
南文化特色，并配置休息、游
览、娱乐设施，是咸宁市最大
的以休闲游憩为主的开放式
城市绿地公园。民间流传，十
六潭公园因附近十六个水潭而得名。

二十九、潜山隐世（潜山寺、月亮湾；推荐单位：潜山国
家森林公园管理处）

潜山寺位于潜山之巅。
呼吸着舒爽身心的潜山富
氧，顺着幽深的小径缓缓而
行，潜山寺恢弘气象浮现眼
前：慈面观音观自在，天王宝
殿保四方。作为鄂南首寺，
潜山寺千百年来香火不断，
名扬悠远。

月亮湾游人步道。美丽河湾曲如勾镰，清秀水景弯如
新月，两岸佳木竞秀，河水碧绿如蓝，这里是通往潜山森林
公园的月亮湾游人步道。春天，徜徉于此，放松身心，秋天，
漫步于此，闲情逸致。

三十、红楼风云（湖科咸安校区红楼；推荐单位：湖北科
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

原五七干校咸宁中转
站，冰心、沈从文等著名作家
曾在此短暂居住并留下足
迹，现位于湖北科技学院咸
安校区内，常伴大学生的成
长成才，仿佛一位老人坚守
它的阵地。学生赞曰：看到红楼,醉在心头；是此红楼,导我
追求；梦回红楼,启我思谋。

看完以上这些景点，有没有让您心动一下的呢？
快来“咸宁闲游”公众号参与我们的投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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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咸宁，您最先想到的，有哪些地方？咸宁最吸引您的地方又在哪里？最近我们踏古寻访，跑遍全城，为您

找寻到了下面这些美景，不仅有湖光山色，还有人文风情。那么，哪些能够入选咸宁“八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