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意正浓，百花竞相
开放，通城锡山梨花自然
不甘落后，千余株梨花绵
延数十里，如烟似雪。

最佳推荐地：通城锡
山、赤壁市余家桥

咸宁热门赏花一览表

每年春日醉人的时
节，桃花芬芳，清香四溢，
引得游人结伴趋之，成为
撩人心魄的好景致。

最佳推荐地：十六潭
公园、人民广场、嘉鱼县二
乔公园、赤壁桃花岛

桃花

梨花

葛仙山的野樱花是
原生的，有四个品种。从
花色可分白、粉、红三类，
白似寒冬飞雪，粉像美人
红腮，而红则灿若红霞。

最佳推荐地：葛仙
山、大幕山、龙泉山、柃蜜
小镇

樱花

油菜花
每年春暖花开，一片

片金色的海洋，一阵阵油
菜花的清香，在希望的田
野中弥漫。

最佳推荐地：大幕乡
东源花海、双溪高速出口
油菜花海、贺胜万秀油菜
基地、横沟杨畈油菜基地

杜鹃花
每年春天，大幕山海

拔 700 米处绵延 1000 多
亩的杜鹃花开始怒放，漫
山红遍，层林尽染。

最佳推荐地：大幕山、
通城黄龙山

牡丹花
湖北比较少见的牡丹

花 ，在咸宁便有一座大型
基地，牡丹花朵硕大丰满，
鲜艳夺目。

最佳推荐地：坤元第
五季向阳湖基地、嘉鱼县
高铁岭镇石泉村

茶花是中国传统的
观赏花卉，是世界名贵花
木之一。颜色十分鲜
艳。在咸宁，几乎家家户
户都会种上几株茶花，过
年时节怒放，花开富贵！

最佳推荐地：九宫山
镇程许村茶花谷

茶花

通城
畅游瑶祖故里 领略江南药库

（一）药姑山春季赏花游安排
活动时间：3月下旬
活动地址：药姑山三仙坦、白云寺
活动主题：畅游瑶祖故里 领略

江南药库
活动内容：登高健身、赏野樱花、

游大风塝、品古瑶风情、识别中草药
材。

（二）黄龙山春季赏花游安排
活动时间：4月下旬-5月中旬
活动地址：天岳黄龙山
活动主题：一脚踏三省 畅游只角

楼
活动内容：登高健身、赏杜鹃花、

缅思抗日将士、畅享天然氧吧。
（三）黄袍山春季赏花游安排
活动时间：3月上旬
活动地址：黄袍山
活动主题：花的海洋 红色黄袍
活动内容：赏大盘山樱花海、油菜

花海、户外骑行比赛、登山越野赛、花
仙子摄影比赛、游兰若寺、品红豆杉、
观白水岩瀑布、缅怀革命烈士。

（四）锡山春季赏花游安排
活动时间：4月

活动地址：锡山城市森林公园
活动主题：赏桃李花 游木鱼湖
活动内容：举办摄影大赛、篝火晚

会、登山露营、骑行体验等活动。
（五）东山屋场上半年活动安排
活动时间：3月－6月
活动地址：马港镇界上村东山屋场
活动主题：健康中国 美丽东山
活动内容：龙灯、舞狮闹元宵、旗

袍秀、美食节（邀请赤壁、嘉鱼、咸安名
厨制作鱼糕、牛脚板等名菜厨师至东山
休闲山庄开展烹饪业务培训，将美食成
品展出品尝。）、“五一”劳动技能比赛等
活动。

（六）月季庄园开园系列活动安排
活动时间：4月—6月
活动地址：麦市镇冷塅村
活动主题：徜徉冷塅八景 醉情

锦绣芳华
活动内容：现场为50对新人举

行有奖证婚活动，举办月季庄园开
园系列：观冷塅八景（一湾三园四
谷）沉锣湾、油菜园、月季园、稻香
园、樱花谷、桃花谷、清泉谷、油茶
谷，赏月季花、油菜花、骑行体验、摄

赤壁
春踏葛仙山 恋上樱花海

时间：3月-4月
活动内容：
1、探春赏花乡村游新闻推介会

（大岭村）；
2、龙泉山樱花节系列活动；
3、①旅游局组织外地游客来咸

探春赏花②文体局组织自行车骑行
活动③工会组织徒步游活动④妇联
组织女干部活动⑤老干部局组织老
干部赏花活动⑥教育局组织师生踏
青活动；

乡村旅游景区赏花点
（一）龙泉山国际度假景区
赏花地点：铜钟乡大岭村
资源介绍：大岭万亩野樱园位于

龙泉山国际度假景区内，座落在大岭
村东南山麓，在平均海拨800米的高
山上，面积约14000多亩。

沿途景观：野樱花、田园风光、涂
鸦艺术小镇

（二）白岩山野樱花
赏花地点：青山镇东流村
资源介绍：白岩山野樱花位于青

山镇东流村，毗邻青山水库和大泉洞
风景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粉
莹莹的野樱花漫山遍野，让游客流连
忘返。

沿途景观：野樱花、大泉洞风景
区、青山水库、石林

（三）港口乡西庭岩樱花观光景
区

赏花地点：港口乡西庭岩樱花观
光景区

资源介绍：西庭岩系龙泉山脉，
位于港口乡南 5公里处，主峰海拨
696.7米，总面积约9平方公里。这里
的樱树漫山遍野，它们或生长在山坡
上，或静立于于峭壁间。

沿途景观：野樱花、农家乐
（四）金沙风景区野樱园

赏花地点：路口镇金沙风景区
资源介绍：金沙风景区平均海拔

500米左右，年平均气温22℃，境内
群山环抱，层峦叠嶂，奇峰嵯峨，沟壑
纵横，清幽无比。阳春三月，金沙野
樱花盛开，它是鄂南樱花发源地。

沿途景观：野樱花、白云庵、溶洞
（五）万亩油菜示范基地
赏花地点：青山镇铺前村
资源介绍：农业部万亩油菜示范

基地位于青山镇西北部铺前村，成片
成片的金黄围绕着村庄，远山含黛，
流水含情，村庄古朴，田野空旷，百花
竞芳

沿途景观：油菜花、田园风光
（六）泉湖村油菜花
赏花地点：沙坪镇泉湖村
资源介绍：鄂南古镇沙坪，位于

湖北省崇阳县西南部，106国道贯穿
全境，距县城30公里。沿106国道两
旁，随处可见成片的油菜花，草莓种
植基地。

沿途景观：油菜花、草莓采摘、农家
乐

（七）森旺科技园桃花园
赏花地点：青山镇磨刀村
资源介绍：森旺科技园位于青山

镇磨刀村，是集生态观光旅游、垂钓
休闲于一体的科技示范基地。阳春
三月，桃花盛开，是森旺科技园一道
靓丽的风景。

沿途景观：桃花、白茶基地、田园
风光

（八）古堰湾风景区桃花
赏花地点：白霓镇油市村
资源介绍：古堰湾重点景区全长

约3公里，面积约16平方千米。桃树
满山，春来桃花怒放，美不胜收。

沿途景观：桃花、农家乐、水果采
摘、千年古堰

崇阳
野樱天堂 就在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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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为媒 相约春天
——我市将举办2018春季赏花旅游产品推介新闻发布会

3月17日，咸宁将在梓山湖举办2018春季赏花旅游产品推介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将集中发布咸宁
赏花旅游资源、咸宁精品一日游线路，各县市区旅游产品线路、旅游商品和赏花衍生品、赏花摄影比赛以
及春季咸宁旅游其他当季产品和优惠活动，全力展示全市各地春季赏花好去处，并邀请全国全省知名旅
行社、新媒体、网络达人和旅游大型团队等参加，以做好咸宁春季赏花游的扩散宣传，推动咸宁春季赏花
游加速传播与转化。

那么，咸宁有哪些旅游产品等着大家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时间：3月16日－4月16日
地点：以汀泗桥镇、向阳湖镇、贺胜

桥镇、双溪桥镇、高桥镇、大幕乡、马桥镇
花海片为点，串联全区“百公里花海观光
长廊”。

活动内容：
1、探春赏花乡村游新闻推介会（大

幕东源畈）
2、探春赏花乡村游启动（为期 30

天）；
3、系列子活动：①旅游委组织外地

游客来咸探春赏花②文体局组织全区自
行车骑行活动③工会组织全区徒步游活
动④妇联组织女干部活动⑤老干部局组
织老干部赏花活动⑥教育局组织师生踏
青活动；

4、农特产品展销。
精品线路：
（一）学史赏花人文游：马桥建国

畈（油菜花海）—马桥垅口冯（名相故

里）—桂花源（千年古桂）—桂花金桂
湖（休闲山水）—刘家桥午餐（刘邦后
裔古民居）

（二）生态田园风情游：汀泗黄荆塘
（油菜花田、万亩茶园）—汀泗古街（茶麻
古道、明清古街）—午餐（汀泗农家乐）

（三）美食美景养生游：双溪油菜片
（油菜花海）—双溪杨堡（蔬菜采摘）—贺
胜铁军大道（万亩花海）—梓山湖航天科
技馆（探索宇宙奥秘）—贺胜鸡汤小镇
（特色美食街）

（四）赏花品竹民俗游：大幕东源畈
（油菜花海、万亩竹林、万亩樱花）—高桥
白水畈（油菜花、萝卜节活动、民俗活动）
午餐（大幕、高桥农家饭）

（五）湖鲜历史文化游：向阳湖湿地
花海（四季花海）—历史文化乡（向阳
湖笔峰塔、五七干校）—果蔬采摘园
（宝丰农庄）—向阳湖午餐（享受湖鲜
美味）

阳春三月赶花潮 振兴乡村促经济
咸安

时间：3月－4月
活动内容：
（一）活力赏花游活动
赏花品种：樱花（鱼岳镇人民公园）、

桃花（鱼岳镇环湖公园、牛头山森林公
园）、油菜花（鱼岳镇护县洲村）

活动内容：结合3月中旬举办嘉鱼县
“环三湖连江”微型马拉松赛和4月下旬
举办湖北省业余网球公开赛的契机，整
合赛场周边赏花游景点和乡村旅游采摘
点，组织赏花游线，使游客在参与、观看
体育赛事的同时，观赏春之花景，体验春
之律动。

赏花游线路：人民公园—三湖连江
—环湖公园—牛头山省级森林公园—南
门湖村草莓采摘园—护县洲村油菜花基
地。

（二）休闲赏花游活动
赏花品种：桃花、李花（官桥镇官

桥八组森林公园、官桥镇玉龙岛庄
园）

活动内容：逛田野国家乡村公园，体
验现代农业的魅力，在官桥八组森林公
园感受鸟语花香；游玉龙岛庄园，观三湖
连江山水画卷，体验真人CS、户外拓展、
自助烧烤、休闲垂钓等户外活动项目，放

飞身心、感受自然。
赏花游线路：田野国家乡村公园现

代农业科技馆—文昌塔—乾坤阁—官桥
八组森林公园—玉龙岛庄园。

（三）踏青赏花游主题活动
赏花品种一：油菜花（陆溪镇官洲

村）、桃花、李花（高铁岭镇九龙村）
活动内容：漫步长江江滩湿地，感受

一片绿意盎然；踏青花果山，采挖林间野
菜；赏油菜花海，观田园风光；看桃李满
园，探千年古樟。

赏花游线路：（赤壁古战场）—陆溪
镇江滩湿地—铜山村花果山—官洲村油
菜花基地—高铁岭镇九龙村桃李基地—
新庄村千年古樟。

赏花品种二：樱花、海棠（渡普镇净
堡村）、油菜花（簰洲湾镇陈家坊村）

活动内容：在斧头湖畔观候鸟嬉
戏，尝美味湖鲜；在净堡古村看花枝摇
曳，赏落英缤纷；信步田间油菜花海，看
满眼春色；漫步长江西流岸线，叹自然
奇观。

赏花游线路：（向阳湖花海）—渡普
镇斧头湖畔农庄—净堡村苗木花卉种植
基地—簰洲湾镇陈家坊村—“长江第一
湾”西流湾。

嘉鱼
春游二乔故里 感受花漾年华

地点：随阳葛仙山
活动内容:
1、3月12日举行赏花游开幕式，

配合赏花活动搭建舞台，组织文化节
目展演，营造良好的赏花氛围；

2、盛花期间，举办葛仙山“音乐
盛典”，邀请知名乐队现场演奏，丰富
赏花活动内容；

3、举办葛仙山“乡村美食节”，助
推乡村农副产品走向城市人群，展示

赤壁丰富旅游特色产品资源；
4、组织现场真人cosplay活动，

在赏樱路线沿途融入葛仙道家文化、
三国文化真人秀，引发游客竞相发送
朋友圈，提高葛仙山樱花知名度；

5、开行市区至葛仙山“赏花直通
车”，让更多的市民和外地游客能够
方便的参与活动；

6、组织赏花游配套行程，吸引武汉、
岳阳、长沙地区游客消费二日游行程。

通山
白云深处 花漾通山

时间：3月－4月
地点：通山大幕山
活动内容:
1、大幕山野樱花：主峰海拔954米，

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拥有连片野樱花
面积1000多亩，面积广大，品种繁多，属
全省罕见。

2、杨芳林乡打顶凹野樱花：海拔560
米，野生樱桃树连绵6公里，有数十万株。

3、九宫山杜鹃花：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九宫山铜鼓包凸西南方有千亩杜鹃

“云锦坡”，老崖尖北坡有十里“杜鹃长
廊”。其中“云锦杜鹃”高约3米，花大枝
曲呈粉红色，初夏开花。

4、九宫山桃花：由九宫山旅游开发
公司投资一千多万引进各种桃花苗，从
凤翔楼旁至铜鼓包沿线种有60多种，被
称为“高山花海”。

5、大幕山杜鹃花：位于省级森林公
园大幕山上，连片面积2000多亩，品种
繁多，花形多姿，花色多彩。九宫山、大
幕山杜鹃花均列入全省“春季赏花百花
图”重点推介对象。

6、大路乡油菜花：位于大路乡东坑
村。每年三四月，百万亩油菜花同时怒放，
把东坑村装扮程一个巨大的山水盆景。

7、九宫山镇茶花：位于九宫山镇程
许村茶花谷。该基地兴建于2010年，建

有近5000亩茶花。每当山花烂漫时，漫
山遍野茶花竞相开放。

精品线路：
1、赏樱花
推荐线路1：大幕山—在上杭瑞高

速黄沙收费站出，经黄沙铺镇街道上山。
推荐线路2：杨芳林—走绕城路，过

厦铺镇街道到杨芳林乡，过横溪村，上打
顶坳。

2、赏杜鹃花
推荐线路1：大幕山—在上杭瑞高速

到黄沙镇站出，经黄沙铺镇街道。
推荐线路2：九宫山—横石潭镇至

九宫山山上云中湖景区
3、赏油菜花
推荐线路1：经过G106国道，大路乡

政府附近。
推荐线路2：山口上杭瑞高速，黄沙

镇收费站下高速。
4、赏茶花
推荐线路：通山县—横石潭镇—九

宫山镇程许村茶花谷
5、赏梅花
推荐线路：县城泰和园
6、赏桃花
推荐线路1：凤池山
推荐线路2：九宫山风景区至铜鼓包

沿线

由于前段时间咸安持续的降雨天气，造成了大
幕东源花乡通往樱花谷山顶的公路侧面不同程度
的山体滑坡，危险系数较高，所以暂时不能通行。

请近期有出行上山看樱花的游客注意合理调
整自己的行程。我们正在积极进行抢修，尽快实现
正常通行，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大幕山通往樱花谷公路山体滑坡
请广大游客避免前往

●人体彩绘，潮流与本土文化结合
●美轮美奂旗袍秀
●原创诗歌朗诵表演
●茶道表演，感受茶道的魅力
●书法表演，展示独特的视觉艺术
●太乙健身系列表演，展现健康与活力
●时舞《印象咸宁》舞台剧
●寻找最美花仙子
●现场将有十名网红直播

发布会上节目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