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者无疆

五月的香城泉都，天气既燥热又沉闷，一会是太阳的
炙烤，一会是狂风暴雨的洗礼。一定要出去走走，呼吸点
自然气息，梓山湖蜜月湾玫瑰园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瓦蓝瓦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风儿带着热浪吹拂
在脸颊上，一路沿着自驾路线，我透过车窗，眼睛一眨不
眨地欣赏着沿路的风景，草木繁盛，叶子油亮油亮的，偶尔
看见几块池塘，已冒出了一些荷叶，有碗口那么大，不觉想
起了一首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快点快点，这个角度好，帮我拍一张！”一进园中，
不时见到一些游客、情侣在园里从容迈步，舞弄姿势与
花争俏、嬉戏、玩乐、留影，一些端着各式“长枪短炮”的
摄影发烧友们，正不停地穿梭于花林之中，定格美丽瞬
间………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
在丛中笑”的诗句。

梓山湖蜜月湾玫瑰园位于咸安区梓山湖大道1号，
玫瑰园以“爱情”为主题，占地总面积17.6公顷，现有树
状、古桩、大花、藤本、丰花、地被、微型、切花等玫瑰品种
多达500余个，融合了欧式园林理念和东方生态神韵，融
情于景、融景于情、情景交融，是集观光旅游、婚纱摄影、
节庆活动于一体的浪漫情园。

漫步园中绿道，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这里山清水
秀，景色宜人，一望无际的玫瑰花海映入眼帘，红的、粉
的、白的，美得令人陶醉。我小心翼翼地在花丛中穿行，
忍不住伸手轻轻抚摸这娇美的花中仙子。

成片成片的四季玫瑰，它们颜色各异，红的似火，白
的似雪，粉的似少女的胭脂，娇艳欲滴，芬芳扑鼻，随着
风儿的吹拂，在阳光下翩翩起舞，美不胜收。

清风拂来，一簇簇、一团团、一丛丛的玫瑰花此起彼
伏，仿佛在向人招手示意，千姿百态，娇艳妩媚，诱人可
爱：有的在频频点头，有的在摇头晃脑，有的在翩翩起
舞，还有的像欢乐的小精灵，或仰笑朝天，或低头俯视，
或侧身视望，或躲躲藏藏。

玫瑰迷宫、法式经典玫瑰园、永恒教堂、爱情花廊、
藤蔓花园……伴着满园艳丽春光，大家一步一景，漫步
游玩，置身芳香花海之中流连忘返。

作为湖北省最大的玫瑰观光旅游园区，蜜月湾玫瑰园
既能给恋爱新人提供浪漫温馨的旅游观光景点，也能给往
来游客带来重温蜜月、尽享天伦之乐的不平凡度假体验。

8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朱亚平

电话：0715－8128771全域旅游2021年5月28日 星期五

E-mail:18505449@qq.com

本报电话：采访中心8128123 视觉中心8128773 出版中心8128770 专刊中心8128771 新媒体中心8128787 广告中心8128108 遗失声明及公告刊登处8128778 咸宁新闻网8128155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2300011 湖北省邮政公司咸宁市分公司发行

红榜
祥生出租车分公司
柳胜兵，鄂LT0419

3月25日早上，祥生公司鄂LT0419出租
车驾驶员柳胜兵途经岔路口都市华庭，搭载了
一位年轻女性乘客前往马桥。行驶中乘客突然
要求下车买东西，然后进入一家劳资店停留了
片刻后回到车中。柳师傅继续向目的地行驶，
女乘客突然在后座大哭起来，柳师傅询问她是
不是有什么事想不通，并一路开导女乘客，安抚
她的情绪。没过多久，乘客接到家人打来的电
话，并且在电话里对家人说帮把孩子带好，她对
不起自己妈妈。随后，乘客要求改去妇幼医院，
说自己父母在那里等她。一路上，乘客不停要
求柳师傅不要去父母那里，柳师傅一直跟乘客
聊天，耐心开导她，直到乘客情绪慢慢稳定下
来。下车后，柳师傅还是不放心，一直跟着乘
客，直到乘客跟父母碰面。"在别人困难时，你
的不经意细心和热心，会成为无助人的一道
光！”

祥生出租车分公司
镇涛，鄂LT0888

4月20日，客人在碧桂园乘坐祥生公司鄂
LT0888出租车去往潜山商业街。客人下车
后，驾驶员镇涛发现后座有一部手机，没过多久
手机主人打来了电话，镇师傅接通后，问清楚了
其中情况，确定了是手机的失主，于是约好地址
将手机送还乘客，乘客对此表示感谢。

城顺出租车公司
黄和保，鄂LT0907

4月11日22时30分，乘客杨先生在咸安
高中乘坐鄂LT0907出租车到双鹤路人行小
区附近下车，第二天起床发现苹果11手机不
见了，回忆后始终记不清楚手机的去向。12日
早上8点黄和保师傅将手机上交到公司并在朋
友圈发布信息，13日杨先生通过朋友圈得知手
机已上交至公司，经公司工作人员核对信息后
领取了手机。经了解得知手机里有重要的项目
资料，杨先生对黄师傅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予
以了肯定，并向黄师傅表达谢意。

源通出租车公司
余俊，鄂LT0783

5月3日，驾驶员余俊在高铁带一个外地乘
客到温泉，下车后乘客只将行李箱拿走，却将1
个手提袋遗失在副驾驶的座位下，他发现时车
子已经到咸安了，他立马返回，到该乘客下车的
地方等了将近半个小时，并在司机加气群里发
送寻找失物的乘客，辗转联系上失主。失主感
动不已，打电话到公司来，要求公司对这位司机
好好表扬。

枫丹公交公司
佘莉，公交2路驾驶员

4月2日晚21时左右，佘莉师傅在驾驶公
交车行驶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附近时，发现车上
有一名小女孩在独自哭泣，询问了对方后得知
这个小女孩是大幕乡人，不知怎的就坐上了二

路公交车，现在也不知道到了哪里、怎么回家，
佘师傅马上报了警并在原地等候，待民警同志
将孩子接走后才安心回家。

枫丹公交公司
黄勇，公交3路驾驶员

4月10日下午15时左右，黄勇师傅在结束
一班公交运营后，发现车上还有一个小孩子没
有下车，询问对方家里的情况，孩子也说不清
楚，黄师傅立即报警并开车将小男孩送到了岔
路口派出所门口，把孩子交到了民警同志手上。

枫丹公交公司
周中原，公交8路驾驶员

4月3日下午16时左右，8路车驾驶员周中
原在车上发现一个黑色手提袋，他把手提袋收
好后，上报线路经理，并联系GPS调度中心工
作人员查寻。当天，失主打电话联系枫丹公交
公司，知道背包被周师傅捡到，约好地点与时
间，拿回了手提袋，失主查看袋子里面的东西一
样不少，由衷感谢司机师傅，并称赞他崇德向善
的精神。

枫丹公交公司
王胜华，公交1路驾驶员

4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王胜华师傅在车
上发现一个手提袋，袋中装有衣服等物品，王师
傅将袋子收好上报线路经理，当天把失物还到
了失主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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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
公司、车号

余刚
祥生 T1312

陈彰斌
祥生 T1369

周红艳
祥生 T1323

饶顺家
祥生 T0291

李常怡
城顺 T1573

杨仪东
城顺 T1110

王国民
源通 T0228

李文涛
源通 T0037

黄行炉
源通 T0965

李 波
源通 T0276

刘邦雄
源通 T0786

王永汉
祥生 T0865

王永勤
城顺 T0707

樊俊伟
源通 T0233

时间地点

3月23日
八斗角菜场到高铁北站

4月24日
高铁北站到咸安开发区

4月10日
高铁北站到雄志塑胶

4月10日
高铁北站到咸宁高中

3月9日
高铁北站到工业园金仕达

5月6日
高铁北站到咸宁第一医院

4月8日
中心医院到天洁罗马城

3月5日
高铁北站到锦龙路

4月5日
高铁北站到湖北科技学院

4月16日
高铁北站到水果市场

5月5日
高铁北站到双峰路

明察暗访

明察暗访

明察暗访

违规
情况

不使用
计价器

无故拒载

绕 道

不使用
计价器

不使用
计价器

绕 道

无故拒载

不按
计价器收费

不使用
计价器

无故拒载

无故拒载

均存在车内卫
生环境差、车
内未禁烟等不
文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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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客管处发布）

本报讯 通讯员黄丹报道：为
提高社区矫正质量，体现社区矫正
教育帮扶功能，传递对女性社区矫
正对象的关爱，5月21日，嘉鱼县
官桥司法所同县检察院、市县两级
人民监督员一同走访官桥镇辖区
内矫正对象龙某某。

龙某某因诈骗罪于今年3月
17日开始接受社区矫正。在了解
到龙某某目前的家庭情况后，检察
官鼓励她要树立信心，勇于面对生
活中的困难，在照顾好家庭和婴儿
的同时，也要依规接受社区矫正，

遵守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家庭遇
到困难时要及时跟司法所工作人
员反映。

龙某某感谢大家的关心并表
示会严格接受社区矫正，遵纪守
法，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官桥司法所开展女性矫正对
象教育走访活动，旨在进一步了解
掌握矫正对象的家庭情况、思想状
况以及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在落实
日常监管的同时，做好心理教育帮
扶，帮助她们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
态度。

关爱女性 提供帮扶

嘉鱼官桥司法所走访女性社区矫正对象

本报讯 通讯员韩险峰、高当
报道：5月26日上午，咸宁市审计
局根据党史学习教育安排，积极组
织干部职工参加义务献血活动，共
有符合献血条件的10名干部职工
参加献血，累计献血量达4000cc。

此次义务献血活动，该局干部
职工踊跃参与，用实际行动展现了
新时代审计人的责任担当,进一步
彰显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传递了社会正能
量。

市审计局干部职工积极参加义务献血活动

赤壁市组团

参加湖北省文化和旅游中部地区推介会
本报讯 记者徐浪、通讯员黄妮妮报道：5月13日至

16日，“极目楚天 畅游湖北”2021湖北省文化和旅游
中部地区推介会依次在江西省南昌市、湖南省长沙市、
河南省郑州市举行，赤壁市组织重点景区旅行社组团参
加，积极与当地旅游企业接洽，发放宣传折页千余份，参
与全省现场馈赠文旅大礼包活动，多方位展示赤壁文旅
形象。

在文旅推介会长沙站，湖北黄冈、十堰、孝感、咸宁
等9个地级市以及4家景区、4家旅行社进行了现场推
介，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代表咸宁市唯一推介企业，向
湖南人民热情推介三国文化产品，重点从“品文化、看美
景、说美食”等方面推介三国赤壁旅游特色资源，获得与
会媒体高度关注。

推介会，赤壁市与三地旅游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将于近期邀请省外旅行社协会来赤壁踩线，进一步
商谈深度合作。旅游直通车活动于5月29日从南昌开
至赤壁，“武汉+赤壁”三日游专列拟于6月从郑州始发抵
达赤壁；赤壁市与江西、湖南、河南多家重点旅行社达成
合作协议，开展市场互享，客源互推；5月16日，三国赤
壁古战场景区接待江西第一批次大规模团队游客，活动
效应初显。

花海中，忙着低头锄草的聂丽云和
方望梅，是嫁入吴田村的媳妇。家中靠
政策扶持已实现了全面脱贫，花海建设
之初，她们自愿流转自家的田地，也在花
海建设基地里找到了工作。

“不种地了，我们开始种花种草，这
份工作解决了我们一家老小的温饱问
题。”聂丽云高兴地说。

花海整体项目建成后，不仅解决了
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还带动了当地群
众致富的热情。

今年45岁的王安平，是吴田村土生

土长的村民，之前她一直靠在浙江打工
维持生计，2019年春节回家过年时，她发
现王明璠大夫第旁边不远处，正在新建
花海旅游项目，早想回家务工的王安平
看到了希望。她辞掉了浙江的工作回到
家里，用自己的积蓄先是开了家超市，后
又将在外打工的家人都招了回来，开起
了农家乐，给来此游玩的游客提供便利
的同时，在家门口就了业。

吴田村一组村民王庆最近很忙，他
正在计划着准备将自家房子和旁边亲戚
家里的房子改建成民宿。王庆说：“希望

来这里的游客能留下来，住下来。”
“这里变化太大了，4年前来这里探

访古民居，想买瓶水都没地方买，现在走
两步就有超市。这个花海旅游项目确实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温泉城区居民
叶先生说。

2018年，浙江商人陈小荣带着团队
来到这里，打造通山县王明璠花海文化
旅游项目。“来这里首先是相中了这里浓
厚文化底蕴，王明璠大夫第是全省保存
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单体古建筑，是国务
院文物保护单位。其次通山城区的居民

之前都没有一个较完善的游玩基地。为
了给通山、温泉两地的居民建个花园，我
们的团队在这里扎下了根。”陈小荣说。

“项目共流转了吴田村畈上王500亩
荒山，变闲置‘荒山’为致富‘金山’。”陈
小荣说。

村民们的荒山地每亩每年可获得
600元的租金，花海游乐园建成后，为村
民们提供30多个工作岗位，为当地居民
发展第三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客流和商
机，村民们瞄准商机建起20多家便利超
市和农家乐。

项目引领，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通山县大
路乡吴田村王明璠花海最近在

抖音上很火，这里既有历史悠久的古宅
群落“楚天第一大夫第”王明璠大夫第，又有花

海旅游项目。这里的每朵花、每个景点、每个故事
都深受网红们的青睐。

穿越于游园内古色古香的建筑群内，行走在
花的海洋里，游客们目不暇接，乐不思蜀。

5月25日，记者慕名来到王明璠
花海。

位于通山县大路乡吴田村的王明璠
大夫第大门口，石雕制成的牌楼气势恢
弘，道路两边仿古商业步行街自成一派，
向公路右侧远眺，一座古村群落引人注
目，给人庄严又神秘的感觉，再往里走便
是王明璠花海景区。

花海景区门口，熊大熊二等卡通人
偶开心地向游客招手示意，一阵清风吹
过，未见花容却先闻花香。我们一行由
西往东步行，跟随络绎不绝的游人进入
花的海洋。

举目眺望，田野上一望无垠的紫色、粉
色、红色、白色映入眼帘，有的红胜火，有的
粉似霞，有的白如云。近处的玫瑰在微风
中摇曳，婀娜多姿煞是好看。远处的花海
中，小船、蘑菇、卡通人物、恐龙等装饰
品，吸引游客排队拍照，留下美好瞬间。

“这里空气真好，而且景区设施很完
善，看到这么多花草，老人心情好了很
多。”当天，游客周女士陪着家中养病的
老母亲来到这里。“家里离这只有5分钟
路程，以后经常来玩。”

花海中，一对新人披着婚纱、礼服，
在摄影师的指挥下留下美丽的瞬间。新
人包羽介绍，以前便跟着朋友来这里玩
过，“当时就决定要来这里拍婚纱照。今
天算是如愿了。”

与花海中安逸景象不同的是，亲子
乐园里的孩子们乐翻了天。一群孩子们
在蹦蹦云上享受蹦跳快乐，一群孩子们
沉迷于细沙从手指缝中流过的快乐，一
群孩子在攀登架上勇往向上、争先恐后，
还有一群孩子围在孔雀笼旁为孔雀跳

舞，希望得到孔雀的青睐，以换得它们开
屏自赏的机会……

“孩子们整天待在高楼耸立的钢筋
建筑里，不知道什么是大自然。这里给
了孩子充分接触大自然的机会。”游客朱
女士介绍，当天，她带着自家小区的6个
孩子一起过来游玩，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今年春节期间，王明璠花海对外试
营业。一开门便获得了众多游客、网红
的青睐。今年春节10天假期内共接待游
客40万人次。

开园迎宾，获得游客赞不绝口

倾情打造，助力全域旅游发展

王明璠花海
通山居民的后花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查生辉 朱亚平 特约记者 徐大发

白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而入夜后，来
王明璠花海游玩的游客也不断在增多。游
客陈蓉道出了真相：“这里的灯光秀可畏
一绝。入夜之后你就知道有多美了。”

萤火之光、孔雀之舞、灯光玫瑰、荷
兰风车、富士山等是年轻人的最爱，而月
亮花长廊、蒲公英、梦幻马车、蝴蝶长廊、
彩虹跑道、灯光跷跷板、灯光秋千、灯光
钢琴等最得小孩子们欢心。花卉四季更
换，人工湖内2万多条红鲤鱼，在灯光下
若隐若现，灯光秀里游客们秀出自己的
风采。每个周末，在王明璠花海灯光秀
里，游客们流连忘返。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游客谈星，临走
时来到服务台咨询露营事项，计划着自

己下次过来怎么玩。
“园内用的樱花树都是从日本空运

过来的，而且全都是粉色，花海里有玫
瑰、紫薇、三角梅、月季、茶花等30多种花
树品种，覆盖70余亩花海。”从品种的选
择到园区的设计，就能看得出花海建造
者们的良苦用心。

据了解，王明璠花海项目一期工程
已投资3000多万元，总面积近500亩。
景区以打造集生态旅游、民宿度假、儿童
游乐、文化旅游、婚纱摄影、户外运动等
为一体的七色花海田园综合体为目标。
花海内以梦幻爱情园、梦幻儿童园、恐龙
世界、樱花园、梨花园等五个风格迥异的
精品园，园内高空滑索、旋转木马、摩天

轮、小火车、亲子活动区、七彩滑道、儿童
迷宫、商业小吃一条街、人工湖等游玩项
目穿插在花海中，后期还会增建时光隧
道、萌宠乐园、热气球、过山车、卡丁车、
山地体验区、校外研学区等配套设施，还
将建设仿古民居和文化大广场。

“我们的建设目标是要让每位来这
里的游客，白天、晚上不管什么时候，春
夏秋冬不管什么季节，都能欣赏到不同
的风景。”陈小荣介绍，花海项目既是吴
田乡村振兴项目子项目，也是通山县里
重点旅游项目，希望项目能为县域旅游
的推进尽一些力。

王明璠花海不远处，总投资1.5亿元
的通山县公交总站建设项目正在如火如

荼进行中。明年10月份，公交总站将全
面运营，从这里出发的公交车将连接咸
安、通山两地居民，更好的方便居民出
游。

在81岁的吴田村居民刘崇阳眼里，
吴田村正在迅速发生着变化：3年时间
里，这里杂草丛生的茅草地变成了花园，
年轻人们都回到了村里，一批批慕名前
来的游客，让这座淹没在历史长河里的
小村庄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夏游玫瑰园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