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咸宁旅游画上了一个漂亮的
句号，也在我们记忆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
回忆。2018年的咸宁旅游方面有哪些备
受关注的突破？发生了哪些值得记录的事
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回顾盘点。

1月 三国赤壁古战场举办中
国赤壁（第三届）花灯节

2018年1月15日，三国赤壁古战场举
办中国赤壁（第三届）花灯节。此届花灯节
以“万里寻茶道，赤壁借东风”为主题，串起
花灯、圣火、猜灯谜、动感7D互动影院、少
儿DIY、电玩、台湾美食节等丰富多彩的文
化内容为全国游客打造一场灯光奇幻盛
景。

2月 通城县首个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点——东山屋场正式开园

2018年2月2日—3日，通城县首个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点，东山屋场正式开园，
首日接待游客量超过2.7万人，旅游经济
总收入超过530万元；开园恰逢春节，这次
的年味大赏可谓是精彩纷呈，不仅有众多
免费品尝的小吃，还有丰富的文化活动，例
如猜灯谜、磨豆腐、写春联、特色拍打舞等
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

3月 咸宁特色节目亮相汉街
大戏台

2018年3月10至11日，由咸宁市旅
游委选送的《瑜乔情》、《出征》等咸宁特色
节目在武汉汉街大戏台精彩亮相，受到武
汉市民亲睐。

此次演出是2018“春满荆楚 幸福乡
里”路演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活动由湖北
省旅发委主办、各地市周旅游局协办，省内
各旅游委、景区参加并进行推介。

当日在活动现场，咸宁展台以变幻多
样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实实在在的优
惠打折，让不少现场游客与参加赶集会的
旅行社纷纷前来咨询旅游线路。

4月 通城县成立旅游巡回法
庭

2018年4月4日，通城县人民法院旅
游巡回法庭揭牌仪式在该县旅游委举行。
旅游巡回法庭的案件审理范围为该县黄龙
风景区、黄袍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大溪湿地
公园、药姑山风景区内的涉民商事案件，旅
游巡回法庭成立后将实行集中办案，快立
快审快执。

旅游巡回法庭的成立是该县旅游法
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进一步规
范旅游市场，优化旅游景区环境和快审快
结旅游类纠纷等方面，起到保驾护航的
作用。真正让游客在通城游得放心、游

得安心。

5月 第十届全民饮茶日（咸
宁）最美茶园评选启动

2018年5月20日，由中国茶叶学会、
市旅游委员会、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
举办的第八个中国旅游日暨第十届全民饮
茶日（咸宁）最美茶园评选启动仪式，在潜
山森林公园广场举行。

咸宁最美茶园评选活动是2018第八
个中国旅游日暨第十届全民饮茶日（咸宁）
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旨在依托咸宁秀美茶
山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发扬茶文化
历史、茶乡民俗风情，引发广大市民“访古
道，行茶山”的兴致追求，展示“砖茶之乡”
的良好生态环境，打造生态、绿色、低碳、环
保的茶园深度体验旅游，振兴茶乡发展，带
动茶农致富，发展咸宁全域旅游。

6月 各县市区齐发力 推动全
域旅游大发展

2018年6月14日，我市召开的全域旅
游工作会议上，15个旅游项目在会议现场
签约，总投资近700亿元。此举为我市实
施的“大旅游、大文化、大健康”全域旅游战
略描绘出了美好的蓝图。

据统计，2017-2018年，我市各县市
区陆续对接了鄂旅投公司、云南城投、湖北
丰太、武汉军威、香港中皖、广州润丰等大
型旅游投资公司（集团），对三湖连江、白水
畈田园综合体、向阳湖康养小镇、温泉水
镇、咸宁未来城、汽车旅游小镇等项目进行
了多次洽谈，与云南城投公司签订了300
亿元的投资合作协议，将建设以乐高乐园
为主题的大型旅游综合体——落雁湖未来
城；与鄂旅投公司签订了咸宁全域旅游战
略合作协议，总投资规模将超过100亿元；
通城黄袍山、锡山城市公园项目开启了我
市旅游PPP开发模式的先例。

7月 市旅游委召开全市精品
旅游线路研究策划会

2018年7月26日，市旅游委组织我市
各县市区旅游委和旅行社开展全市精品旅
游线路研究策划会议。会议重点研究讨论

“6+1”咸宁一日游经典线路和多日深度游
精品线路。

据介绍，“6+1”指集中精力，优化资
源，整合政策，精心培育1条主城区精品线
路+6 个县市区特色一日游精品线路，实现
咸宁闲游浪一日“6+1”全域线路格局；同
时也指在多日深度游中，以咸宁1条精品
自驾游和6条文化主体游打造“6+1”精品
线路。

8月 “香城泉都，浪漫咸宁”宣
传片亮相天河机场

2018年8月17日，在天河机场到达厅
行李提取处转盘，36块LED大屏正在同步
播放“灵秀湖北”系列旅游宣传片中的“香
城泉都，浪漫咸宁”。

此次天河机场36块LED大屏同步播
放“灵秀湖北”系列是为了更好地在各市州
树立统一的“灵秀湖北”省级旅游品牌。“香
城泉都，浪漫咸宁”也是省旅游委为支持我
市第十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节造势，更好
地推介宣传我市城市品牌，让咸宁旅游走
出湖北，走向世界。

9月 第十届国际温泉旅游节
推介会拉开序幕

2018年 9月 22日，美丽咸宁东湖绽
放。湖北·咸宁第十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
节暨“香城泉都·温馨咸宁”2018（武汉）旅
游产品推介活动在武汉市东湖绿道湖光序
曲广场隆重举行。

活动重点推出了经典6+1精品旅游
线路七条，面向游客提供六大惠民措施，千

万馈赠福利。

10月 首届嘉鱼鱼文化乡村旅
游节完美收官

2018年10月28日，随着璀璨的烟花
在三湖连江上空激情绽放，嘉鱼县首届嘉
鱼鱼文化乡村旅游节也正式完美收官。此
次旅游节期间，该县全方位展现嘉鱼厚重
的历史文化和开放的城市形象，以鱼为媒，
推介嘉鱼旅游资源、产品和人文环境，提升
嘉鱼的知名度美誉度，带动乡村发展，推动
该县旅游高质量发展。

此次节会期间，该县共接待游客30万
人次，三湖连江、二乔公园、山湖温泉、田野
国家乡村公园、七彩田园等景点和采摘园
游人如织，斧头湖畔农庄、乐邑坊、道味小
镇、裕华农庄等特色农庄及县内各餐饮店
游客爆满，带动旅游服务综合收入2500万
余元。旅游节期间，通过节会引领，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新签约各类项目90个，合同
引进资金192亿元，其中签约文旅项目1
个，投资总额70亿元。

11月 三国赤壁研学多日游正
式启动

2018年11月3日至4日，来自湖南明
德启南中学400人学生团体在三国赤壁古
战场景区进行了“重温历史经典·领略英雄
风华”三国研学游体验，这也标志着赤壁古
战场景区三国赤壁研学多日游正式启动。

经过不断开发和改进，三国赤壁古战
场已正式推出研学多日游系列，实现游+
玩+学+分享+总结的课外学习目的，引导
学生发现、思考、探索、研究。”赤壁旅游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国研学游系列研学课
程在设置上分别为一日游至七日游，有开
营破冰、闯关、寻宝、会战、群雄争霸、舌战
群儒辨论赛、真人沙盘演练、文化培训等多
种多样的研学项目供选择组合，并可根据
研学需求进行课程订制，让每一位参加研
学的学生在生动的实践中展示青春风采，
放飞梦想，在实践活动中获取知识、探索、
发现、创造未知的美好世界。

12月 市旅游委联合《经视欢
乐送》开展温泉两日游系列活动

2018年12月8日，市旅游委联合《经
视欢乐送》栏目组，组织百余名武汉的游客
们游咸宁、看美景、泡温泉，享受美好的“泡
汤之旅”。

到了冬天，温泉是我市最火的旅游主
题之一，自咸宁第十届国际温泉文化旅游
节开幕以来，市旅游委联合《经视欢乐送》
开展的温泉两日游的系列活动报名火爆，
场场爆满。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当
前不少温泉景区已从单一的温泉项目，转
变为综合度假景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市温
泉旅游品牌。游客不仅可以泡温泉，还可
参加其他娱乐活动，让游客行程不再单一。

2018年咸宁旅游大盘点

周周有活动 月月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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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天气虽
冷，却挡不住游客在寒冬体验一把雪上“冲浪"的热
情，通山县九宫山滑雪场开始进入滑雪旺季。

在滑雪场，不时有滑雪好手从坡顶直冲而下，舒
展、优美的身姿赢得阵阵赞叹；初上雪场的新手们，
手拄雪杖，慢慢挪动，一不小心摔个四仰八叉，又在
周围游客的欢笑声中爬起，再次踏上“征程”。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滑雪场旁边进行滑道
施工。九宫山景区副总经理马洁介绍，滑雪场将增
加2条儿童雪圈滑道，3条百米魔毯。此外，还将设
立面向儿童群体的冰上坦克、儿童雪地车、雪圈等娱
雪项目，以丰富滑雪内容和选择性。

“我们还全面升级了管理系统，提升服务品质，
让游客体验到最好的服务，尽情享受九宫之旅！”马
洁表示，将做好各项准备，全力迎接寒假客流高峰。

据了解，去年以来，为提升旅游品质，九宫山景
区加强了滑雪场建设，将滑雪场总体面积扩大到6
万平米，能同时容纳3000余人滑雪。同时斥巨资新
建滑雪场游客中心，对游客进出进行合理分流，实现
单向循环管理：游客从二楼购票进入，滑雪结束后游
客可直接从一楼归还设备离场。

在游客中心，记者看到，各功能区划分明确，指
示清晰，二楼还设有游客餐饮、休息区及儿童游乐
区，透过落地玻璃窗可将滑雪场状况一览无遗。

“设备更好了，管理也更好了。”来自武汉的刘女
士赞叹道。

寒假即将来临，九宫山滑雪场将迎来游客高
峰。在此，提醒各位游客，九宫山景区地处山区，坡
陡弯急，地形险峻，尤其是雨雪天气期间，驾车时一
定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保证安全出行。

九宫山九宫山滑雪场全面升级
文/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见习记者 阮泽华 图/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在笔墨勾勒的文学世界里，公子王孙们莫不生在
钟鸣鼎食之家，才子佳人们诗酒风流，其实仔细一看，
非也，他们也是喜食寻常人家的烫饭的。

不信你看，《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也
经常吃泡饭。《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宝玉赶着到芦雪
亭拥炉作诗，在贾母处“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宝玉
却等不得，只拿了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瓜齑，忙忙
咽完了”。

《古食珍选录》里说，董小宛“精于烹饪，性淡泊，
对于甘肥之物质无一所好，每次吃饭，均以一小壶茶，
温淘饭”。原来，美女吃泡饭，竟是寻常之事。

旧时民间流传“人要带三分饥寒，烫饭三年买块
田”的俗语，既是旧时民间对烫饭美味的称赞，同时也
反映了旧时农村生活的困难。意思就是人每餐饭不
可吃饱，烫饭好吃，一不小心就会吃多，三年多吃的
饭，就够买块田了。

90后的孩子，童年都没少吃烫饭。不是白水煮剩
饭就着腐乳泡菜吃，就是剩菜剩饭煮一锅。现在我自
己也时不时做做烫饭，特别是早上，时间紧张，抓紧时
间吃口热乎的，暖暖胃，暖暖身，才能开始一天的奋斗
嘛。

我拿手的是西红柿火腿烫饭，需要用到的食材
有：剩饭，鸡蛋，火腿，西红柿，姜葱盐，香油，少许玉米
油。

将西红柿洗净去蒂，切成丁；火腿肠也切丁。姜
块洗净切姜丝；小葱去根洗净切葱花；鸡蛋敲入碗中
打散。锅里多烧些水，西红柿下锅烧开。

水开锅后下姜丝，倒入少许玉米油。把火腿肠和
剩饭倒入锅中，开锅后继续煮2分钟。鸡蛋液拌葱花
倒下锅，形成蛋花后，加适量盐、香油，轻轻搅拌均匀，
关火。

如果觉得这样的做法太清淡，还可以加些酸甜番
茄酱，搭配金针菇、龙虾球片、上海青，熬成的汤汁淋
在滚烫的米饭和肥牛上，瞬间让肥牛的香气和番茄汤
汁融合在一起，不仅味道鲜美，且温暖治愈。

有谁见过将一碗饭吃得简洁明快，吃得热气腾
腾，吃得如此从容？一碗烫饭，不过是昨日剩饭，倒入
锅中注入水，重新经历一次赴汤蹈火，米粒变得绵柔，
类似一段感情的复苏。

烫 饭
○陈希子

江苏盱眙是一个无需雕琢、仪态万千的山水小
城。

“断岭碧峰出，平沙白鸟闲。南归不厌远，况在水
云间。”毋庸赘墨，只这四句小诗，就道出了盱眙的神
韵。无论是作为历史文化古城，还是风景旅游之地，在
苏北当中，恐怕要首推盱眙。盱眙是既秀丽又雄阔，既
有绵延于千峰的滴翠青山，又有袅流千里的浩淼淮水。

盱眙之美，在于景如诗画。进了盱眙地界，欢迎
你的是“千秋留胜迹，十景蕴风情”的无限风光。而秀
木葱茏，层峦叠翠，山色天光的景致更是随处可见。
无怪历代的文人墨士，会留下无数咳珠唾玉的诗词，
无怪大诗人韦应物、白居易、苏东坡，毋庸拈须苦思，
豪兴一发，便吟出脍炙人口的华章。

素有“烟波山水界，绿色梦田园”之美誉的盱眙二
山，如今已成为城市人向往的诗与远方的风景，被外
地游客称为苏北“小漓江”。读它的山，品它的水，你
会分明感受了它们的峻美与抒情，更加感受到盱眙的
神奇，是不是都是这好山好水所孕育的呢？

“小漓江”地处淮河岸边，周围山峦起伏，翠色峻美，
绿化覆盖面积达80%以上，空气负离子含量十分丰
富。水在山边绕，山水相依，陶醉之余流连忘返，吴承恩
在《西游记》中以“人间仙境若蓬瀛”盛赞这淮山胜境。

“小漓江”的山，座座都似画出来一样，平地而起，
高耸直立，千姿百态，群峰竞秀，它们是山的森林，是
画的荟萃。有的像惟妙惟肖的壁画，像翠绿的屏障，
呼之欲出，色彩明丽，倒影水中。青青的荷，碧绿的
草，装点水的衣饰缀映水的诉说……如诗中画、画中
诗，“小漓江”是天地中向上的永不懈怠的形象。

在雨雾中，“小漓江”的水依然清澈如镜，岸上一
簇簇火荔美艳欲滴的倒影其中，仿佛泼墨厚厚的水晶
中的写意画，山的静态美，水的动态美，犹如一幅绝妙
的山水画，给人美的享受。它点缀着你的灵感，把大
自然的绝美编织成篇。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鬼斧神工的“小漓江”把人
整个心神与灵魂都融化于大美了。散发着泥土芳香的空
气，洗净你心中的尘埃。这样的山围绕这样的水，这样的
水倒映这样的山，让你感到像是走进了连绵不断的画卷。

山水有相逢，终会到“小漓江”。如今，华东地区
水质良好的“小漓江”，像磁铁一样吸引国内外潜水爱
好者前往尝试，挑战它的难度，感受它的力量。

从自然的鬼斧神工到现代运动，从自然山水到诗
情画意，“小漓江”将它的宁静、迷人而深远的表达和
盘托出，让游客犹如经历了一场视觉盛宴。领略过它
的人们都认识到“小漓江”的意趣深远。

苏北“小漓江”
○ 孙燕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