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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谭晓波

通讯员

周键

罗荣桓故居纪念馆景区

罗帅故里缅怀先烈 锡岩仙洞美景醉人

■

特约记者

唐兰荣

本报记者

刘思远

金甲水师山庄

在“光影” 世界相约“迎春灯会”

衡 东 县珠 晖 区

在衡东县武家山公园暨民俗文化大观园， 这里有

执 “纸” 之手、 与 “纸” 偕老的剪纸编； 绘声绘影、

戏里戏外的影子戏皮影编； 敲着 “今古今古今今古，

古今古今古古今” 锣鼓声的花鼓戏编……这里是知悉

历史的民俗文化课堂， 是新春体验民俗文化的好去

处。

大观园占地面积

18.75

公顷， 分为四个功能区：

滨湖运动区、 生态游赏区、 半岛体验区、 娱乐休闲

区。 主要有游客服务中心、 陈少梅展览馆等建筑， 并

配套建设民俗景观、 音乐喷泉、 水幕电影、 许愿桥及

状元亭等一系列文化休闲设施。

为打造地方民俗文化精品，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入百姓生活， 该县在衡东县第四届土菜文化旅游节

期间， 在武家山森林公园打造了一场盛大的 “民俗文

化大观园” 展示活动， 令前往参观的国内外嘉宾啧啧

称赞。

路线导航：

市区—衡邵高速—

315

省道—衡东县

委党校方向即到。

新春期间，带上家人来场“红色”旅行，接受红色教

育洗礼，是不错的选择。 罗荣桓故居纪念馆景区位于衡东县

荣桓镇南湾村，距衡东县城氵米 水镇

34

公里。罗荣桓故

居纪念馆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国家国防教

育示范基地、国家

4A

景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要纪念设施有异公享祠—罗荣桓故居、 罗荣桓

青少年时期革命活动旧址群、 罗荣桓铜像纪念广场、

罗荣桓元帅生平业绩陈列馆、 罗荣桓军事博览馆、 将

帅馆、 八一林、 缅帅园、 诗词碑林、 红色旅游书屋

等。 该景区与南岳衡山、 衡东绚丽的人文景观与迷人

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 是开展爱国主义、 红色教育的

重要基地， 是湖湘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接受完红色文化的熏陶， 不妨一睹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 距罗荣桓故居纪念馆景区

4.5

公里的锡岩仙

洞， 是一处融合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大型溶洞，

集 “奇、 险、 幽、 深” 特色于一体。 洞域面积

10

万

平方米， 由

70

多个洞厅组成， 素有 “楚南第一景”

之美誉， 洞内钟乳石琳琅满目， 传说故事美妙动人。

路线导航：

市区—

G72

泉南高速高湖互通口下高

速—

002

县道， 大约

20

公里，

30

分钟到达。

氵米江生态观光园

草上滑翔任你“飞” 稻草公园拾童趣

新春时节，看过“奇花异草芳菲斗艳”，是否还想寻

求身心上的刺激？ 我省首家生态式滑草游乐园———衡

东县高湖镇氵米 江生态观光园定是不错的选择。

生态园占地面积

1

万亩， 计划投资

3.3

亿元， 规

划用

5

年时间， 围绕 “水果飘香、 休闲农业、 观光旅

游、 生态氵米 江” 主题， 打造 “生态氵米 江” 品牌， 集

水果采摘、 娱乐休闲、 军事体验、 生态度假、 农耕体

验、 水上娱乐

6

大核心功能为一体。 其中， 氵米 江生

态滑草场占地面积

100

亩， 一期投资

630

万元， 主要

游乐设施有极限滑草、 自由滑草、 水滑、 水上乐园、

射箭场、 迷宫、 稻草公园 、 帐篷露营 、 山顶烧烤

等 。 园内餐饮供应衡东土菜 ， 原材料绿色生态环

保 ， 并配套建有会议室 、 休闲长廊 、 室外运动场

所等。

在这里， 你可以体验驰骋于草地上 “空中飞人”

般的惊险刺激， 可以领略古时弓箭手的威武雄姿， 可

以在稻草公园重拾童趣， 还可以在烧烤场围着篝火翩

翩起舞……

路线导航：

市区—走

G72

（泉南高速） 至高湖互

通口—右拐往罗荣桓故居方向

2

千米左右。

武家山公园暨民俗文化大观园

看皮影赏剪纸 民俗展演趣味多

云鹫峰风景区项目系台商全额投资， 位于珠晖区

东阳渡街道新坪村境内。 该项目总投资

3

—

6

亿元人

民币， 分三期实施建设。 项目总用地面积

166

万平方

米 （约

2500

亩）， 其中一期花海占地达到

600

余亩。

将全力打造成全国首创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

区。

该项目依托云鹫峰自然条件， 以宗教文化、 生态

旅游和休闲农业为特色， 注重文化、 科普、 生态结

合， 着力建设宗教文化区、 休闲农业区、 生态旅游

区、 滨江观光区、 特色种植 （养殖） 区等五大区域。

主要产业项目包括湿地花漫、 香草天空、 徒步林海、

树屋漫步、 轮滑索道、 游船码头、 云鹫寺、 滑草场、

恐龙谷、 揽胜台、 水上乐园、 台湾风情一条街、 云顶

摩天轮、 台湾水果采摘园等

26

个景点。 为市民和游

客休闲娱乐、 领略台湾风情， 提供一个好去处。

由于花期原因， 当前的云鹫峰暂时看不到 “花花

世界”， 但精致的园区主题造型、 七彩的风车以及成

片的彩灯照样能牢牢抓人眼球。

导航路线：

市区—蒸湘南路—新坪村—云鹫峰风

景区。

戌日耀吉瑞， 狗年臻福祥。 春节期间， 金甲水师

山庄

2018

“迎春灯会” 盛装启幕， 各式绚丽彩灯竞

相点亮， 金甲水师山庄变成一片流光溢彩的灯海， 为

八方游客送上新年祝福。

灯会突出 “年味十足， 热闹元宵” 的特点， 同时

在传统文化中融入现代时尚的元素， 既表达出珠晖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又展示现代珠晖的文化风貌。 既

有喜庆热闹的大红灯笼，

10

多米高的壮观之景 “梦

之星”， 也有唯美、 梦幻的 “玫瑰花海”， 还有 “南瓜

马车” “灰姑娘的玻璃鞋” 等童话场景……

灯会占地约

8

万余平方米， 堪称近年来衡阳最大

规模迎春灯会。 现场有 “梦之星” “时光隧道” “音

乐隧道” “玫瑰花海” 等

100

余款造型灯组。 此次灯

展将持续至元宵节后， 每晚

18

时至

22

时都将和游客

们在 “光影” 世界相约。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星如雨……” 灯会

主办方负责人介绍， 此次灯会主打 “绿色、 环保、 新

能源” 牌， 造型打破了传统灯展限制， 有各种主题，

既可单独成景， 又可组合成趣， 更加符合年轻人的审

美。

路线导航：

衡阳火车站可乘

423

路公交车到金甲

水师山庄路口下车。

茶山坳风景区

20多万株梅花“盛装迎客”

茶山坳镇三面环水， 山水资源优越， 自然资源丰

富， 内有闻名遐迩的珠晖塔， 还有海棠山庄、 金甲梨

园、 茶山植物乐园、 茶山花海、 金甲水师广场、 金甲

水师拓展基地等景点。

近年来， 茶山坳镇继获评全国重点镇、 全国美丽

宜居小镇、 湖南省十大美丽乡镇之后， 正全力打造衡

阳赏花第一镇， 已先后引进深圳花都、 力丰现代农

业、 求是果树园艺等多家龙头企业， 在发展多种水果

产业的同时， 设计了一条十余公里的赏花路线。

同时， 该镇还以 “花海·果园·农庄·古镇·客栈·

美食·拓展·养生·生态动物园” 为特色； 以休闲、 拓

展、 现代农业等产业作为旅游发展支撑， 以美丽小

镇、 美丽田园、 美丽屋场、 美丽人家为建设抓手， 打

造 “美景、 美体、 美果、 美食” 四美茶山旅游特色小

镇。

值得一提的是， 该镇堰头村已建成了衡阳梨花第

一村， 茶兴村已建成衡阳和湖南省唯一的十大名花

谷， 衡阳花都科技园林产业城内， 兰花、 梅花、 牡

丹、 菊花等名贵花卉样样齐全， 种植面积达

2500

多

亩， 当前， 该产业城的

20

多万株梅花正盛装迎客。

路线导航：

衡州大道或船山东路—茶山坳镇—茶

兴路—茶山坳风景区。

云鹫峰风景区

主题造型、 成片灯海很“吸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