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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武汉最美休闲乡村

留住青山 记住乡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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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快讯
本报讯 （记者 王东方 通讯员 邱培）武
汉乡村之美， 美在青山绿水， 美在生机盎
然，更美在村民的幸福生活。 今年 3 月份，
由市农委、长江日报主办的“寻找武汉最美
休闲乡村——
—市民下乡好去处”活动启动，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寻访，20 个乡村脱颖而
出，入选“武汉最美休闲乡村”候选榜单。今
起，市民在长江日报旅游官方微信“走呀”
（ID：cjrbzy）上可参与投票。
自然之美和发展之美应是衡量最美乡
村的重要标准。近两个月来，长江日报记者
依次走访黄陂区木兰花乡、蔡甸区消泗乡、
江夏区小朱湾、新洲区孔子河村、东西湖区
巨龙镇等地， 发现武汉的乡村已是旧貌焕
新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在黄陂区木兰花乡、江夏区小朱湾等乡村，
有不少市民到乡村创业， 如利用农村闲置
房屋经营农家乐、 承包土地经营特色农产
品，从而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市农委生
态农业处处长曹冬发表示，“目前能人和企
业家下乡实施‘整村改造’、知识分子下乡
带动‘个性化改造’、城镇居民下乡优化‘农
业供给侧改革’成为三大模式，初具雏形。”
在寻访过程中，不少网友还向本报提
供了一批“美丽乡村”名单。 网友“Start”
说：黄陂区刘家山村绿树掩映，有小桥流
水的水乡风韵，这里也孕育了一个个美丽
的传奇故事。 网友“小苏”感叹：东西湖区
石榴红村里，各种土特产应有尽有，往来
游客络绎不绝。 旖旎的乡村风光，悠久的
历史文化，浓郁的美食民俗，与众多仿古
建筑交相辉映，让每一个来此的游人依依
不舍，流连忘返。
根据网友“小玥”提供的信息，记者来
到了历史悠久的黄陂区木兰山下的木兰山
村，这里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古桥、古树、古
道和古宅。 木兰古道被列为国家级登山健
步道。 目前， 该村有出租意向的闲置房屋
41 栋，租用这些农家房屋，既可作为养生
休闲、画室写生、摄影雕塑之所，也可作为
咖啡驿站、乡村旅店、民俗博物馆等。 该村
村支书透露， 村里正在策划成立旅游产业
合作社，正好与“市民下乡”政策结合，有利
于木兰山村发展旅游。

考生可半价乘东湖游船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结束，东
湖游船推出学生狂欢季，2017 年应
届高考生、 中考生可持准考证享受
半价乘东湖游船的优惠。
此次优惠活动自高考结束次日
起实施，截至 8 月 31 日。 待高考成
绩公布后， 应届高考状元持相关证
明，可免费乘坐东湖游船游览，并可
携带两位亲友同时免费乘船。 活动
换票地点： 楚河汉街第三街区汉街
中心码头云旅游客厅内。

周日看直升机穿越
“
玻璃天桥”

武汉乡村游发展日新月异（图为 3 月 29 日开业的木兰花乡） 记者刘斌 摄

武汉最美休闲乡村候选榜单
（排名不分先后）
■ 黄陂区姚家集街杜堂村（木兰花乡）
■ 黄陂区李集街泥人王村（木兰云雾山）
■ 黄陂区木兰乡双泉村（大余湾）

■ 蔡甸区永安街炉房村（九真山）
■ 蔡甸区索河街梅池村（香草花田）
■ 蔡甸区索河街丁湾村（金龙水寨）

■ 黄陂区王家河街张家榨村（木兰草原）

■ 江夏区五里界街童周岭村（小朱湾）

■
■
■
■
■

■
■
■
■
■

黄陂区蔡店街道士冲（锦里沟）
黄陂区蔡店街刘家山村（木兰清凉寨）
黄陂区木兰山风景管理处木兰山村（木兰山）
黄陂区长轩岭街官田村（木兰天池）
黄陂区王家河街胜天村（胜天农庄）

■ 蔡甸区消泗乡（油菜花海）

江夏区五里界街群益村（梁湖农庄）
东西湖区柏泉街（巨龙镇·寻梅）
东西湖区新沟镇街二大队草场村（桃花观赏园）
东西湖区慈惠街石榴红村（四季吉祥）
新洲区仓埠街丰乐寺村（紫薇都市田园）

■ 新洲区旧街街孔子河村（问津书院）

让乡村美食留住城里客

黄陂区开评“十大地方名菜”
本报讯（记者 晋晓慧 通讯员 郑 军 辉）一道美味的农
家菜，很可能促成一趟乡村游。 6 月 13 日，黄陂区在木
兰乡启动首场特色农家菜擂台赛， 组织木兰乡的 18 家
“农家乐”竞逐该乡“十大地方名菜”。 让乡村传统美食助
力当地旅游餐饮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吸引市民下乡的新
动力。
目前木兰乡注册有餐饮农家乐、 农庄、 酒店共 176
家，本次擂台赛遴选出其中 18 家，共带来 38 道农家菜
肴。 通过评审，煸蒸小黄鱼、酸菜鱼、湖景坛坛鸡、干萝卜
烧肉、木兰鱼糕分列该乡“十大地方名菜”的第一至第五
名，仅鱼鲜就占据其中三个席位。
其中获得最高评分的煸蒸小黄鱼，食材来自木兰湖
太阳岛。 老板郑自兰介绍，木兰湖的水质好，鱼肉鲜甜，
煸蒸的做法能最大程度保留小黄鱼的鲜美和营养。 厨师
用海鲜式的创新烹饪方式，辅以蒜泥和粉丝，让小黄鱼

的鲜美和嫩滑征服了三位评审。
评审专家涂建国表示，特色农家菜应定位于把乡
村中的优质食材用富有地域特色的烹饪方式，呈现在
游客的餐桌上。“在烹饪和摆盘上， 要和酒店的精致
菜 式 区 别 开 来 ， 着 力 于 突 出 土 菜 的‘土 ’ 和 食 材 的 纯
天然。 ”
“土菜野味是促成市民参与乡村游的主要吸引物之
一。 ”黄陂区旅游局局长李乐林认为，不能低估乡村美食
对游客的吸引力，应让农家菜成为吸引市民下乡的动力。
“本次擂台赛，就是要通过挖掘黄陂地方传统美食、优质
食材，培养一批乡村休闲游餐饮品牌，推介具有地方特色
的农家菜系、传统小吃，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 ”
据悉， 黄陂区将在各乡镇陆续举行该项擂台赛，赛
事将进行至今年 9 月。 最终优胜的各乡村特色菜，将代
表黄陂区参加全市农家菜擂台赛。

12 对大学生欢乐谷办“
毕业婚礼”

11 日，武汉欢乐谷，新郎为新娘送上玫瑰

本报讯 (记者 王东方 通讯员 钟 雪）6 月 11 日，12
对大学毕业生在武汉欢乐谷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毕业婚礼”。
当天，新郎们身穿学士服、手拿篮球、骑摩拜单车
飞奔到新娘身旁，单膝下跪大喊：
“
女神，我要和你生猴
子”，赢得新娘芳心，新娘亲自为新郎系上红领巾激情
热吻羡煞旁人，婚礼现场处处洋溢着青春甜蜜的气息。
随后，12 对新人分别锁上象征永结同心的同心
锁，并携手体验极速飞车，共同见证永恒的爱情。 来自
湖北大学的张同学在仪式结束后兴奋地表示：
“
非常开
心在欢乐谷举行这样的毕业婚礼，很特别、很难忘。 ”
据悉，毕业婚礼只是整个“2017 武汉欢乐谷毕业
季”的其中一项。 毕业宣言、毕业地图、完美风暴挑战
赛等活动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还有惊喜毕业礼相送，
为莘莘学子带来不一样的毕业季。

黄山市掀起研学旅行热潮
本报讯 （记者 王东方 通讯员 武旅）
“读万卷书不如
行万里路”，作为徽派文化发源地,安徽省黄山市昨日来
汉推荐研学之旅。
据悉，黄山市是安徽省目前唯一的“全国首批十大
研学旅行目的地城市”，近年来，凭借厚重的文化底蕴、
优美的自然环境、朴实的乡村民俗，推出了“乡村旅游”、
“文化旅游”、“生态旅游”、“
红色旅游”、农事体验游、“地
质探秘游”等一批研学旅行产品。
黄山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黄山市涌现了
南屏“
开蒙礼”、谢裕大茶叶采摘、徽字号雕刻、齐云自由

家和奇瑞房车宿营地等宜游宜学，具有地方特色的研学
旅游新业态，邀请武汉广大师生前往体验。
武汉市旅游局市场处负责人表示： 武汉是黄山
的重要客源地市场，近
年来武汉市民赴黄山
旅游的游客人数比较
稳定。 随着“武汉至黄
“旅行长江”
山”航线的开通，将会
微信号
有更多游客选择去黄
山旅游。

6 月 12 日，木兰天池宣布本月
18 日省内首座跨山“玻璃天桥”对
外迎客， 当日还将进行直升机穿越
“玻璃天桥”的特技表演；百名美女
“玻璃天桥”上进行“有氧操”集体合
练；百名壮汉“玻璃天桥”上进行拔
河比赛，用以上的种种方式测试“玻
璃天桥”的安全性。 同时，2017 年应
届中、高考学生还可以凭“准考证”
免费游“玻璃天桥”；此外还推出了
80 元（原价 110 元）的“
‘庆典’优惠
套餐”， 内含景区和“玻璃天桥”门
票。 游客在感受了“玻璃天池”的心
跳后，还可以参加抓拍比赛。

海南创新推介海岛风情
为大力拓展华中地区客源市
场，进一步提高“阳光海南，度假天
堂”品牌形象，借着第九届华中旅游
博览会暨第二届长江旅游博览会在
武汉举办的契机，6 月 8 日，海南省
旅游发展委员会举办了 2017 海南
国际旅游岛 （武汉） 旅游专场推介
会。 海南以优厚的自然资源、情感浓
郁的民族风情及乐趣多元的旅游产
品受到了市民及旅游企业的热捧。

与此同时，线上新浪微博、腾讯
朋友圈推广也在进行中。“穿越琼州
海峡寻觅你，想带你远离‘江湖’浪
迹‘天涯’……”相信不少武汉市民
都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这条推广。 此
外， 推介会当天新浪微博等媒体也
对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

武当山推广“太极养生游”
6 月 10 日下午， 武当山特区管
委会在汉举办养生旅游产品发布
会， 将与同程旅游网合作在全国线
上线下推广武当山“太极养生游”。
武当山特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
主任吴先锋表示， 目前武当山正全
面实施“生态 + 健康养生”战略，充
分发掘利用道教医药、道教膳食、太
极文化、武当武术等养生文化资源，
打造道教文化朝圣游、养生游、美食
游、修学游等特色浓郁、主题鲜明的
旅游线路。 据了解，同程旅游网目前
已推出 3 日游的武当山养生游产
品，涵盖了武当山太子坡、天柱峰、
南岩宫、紫霄宫等核心景点，特卖价
760 元起。

洈水帐篷露营音乐节周六启幕
本周六， 湖北洈水将举办第二
届帐篷露营音乐节暨首届楚国龙舟
赛，活动将持续 2 个月。
据了解，自 6 月 17 日起至 8 月
18 日， 本届帐篷露营音乐节将推出
13 项系列活动， 游客可赴当地参与
洈水龙舟赛、露营烧烤音乐趴、水上
狂欢节等运动体验观光活动， 还能
在万人龙虾宴及洈水刁子鱼特色美
食展示展销活动中一饱口福， 现场
还将开展豪华游轮、 水上飞机旅游
观光等体验活动。
记者王成勇 王东方 晋晓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