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安吉感受 雪 国 浪漫

冬天到了， 滑雪成为冬季旅游的热门项
目。南方人为了滑雪，有人远渡重洋，有人飞往
北方，其实浙江安吉就有超棒的户外雪场！

安吉江南天池滑雪场是华东地区首家高
山野外滑雪场，位于海拔千米的山顶，东、南、
西三面环山， 每年冬季都有十几二十来场雪。
露天滑雪场在每年的 12 月中下旬至次年 2 月
中下旬开放。

在大城市里生活太久的人，大抵都会厌倦
喧嚣和浮华， 想要逃到一个环境清幽的地方，
有云、有树、有人家，能够呼吸清新空气，给自
己一次短暂的疗愈之旅。 而层峦叠嶂、翠竹绵
延的浙江安吉， 就是一个避世幽居的好去处。
去安吉滑雪吧，这个冬季一点都不无聊！

探访辛追娭毑的家
两千多年前， 轪候一家可是有

着文明礼貌的家庭氛围， 他们将礼
仪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想知道
汉代贵族的衣食住行里有哪些礼仪
吗？ 去湖南省博物馆吧，参加“COS
汉代小姐姐”活动，一起穿越回汉
代， 你还有机会试穿辛追娭毑的同
款华服！

时间：1 月 27 日、2 月 3 日、2 月
8 日、2 月 10 日

寻找阿富汗的国宝
想了解中亚的神秘宝库，全方位

领略“亚洲之心”吗？“来自阿富汗的
国宝”特展正在湖南省博物馆一楼展
出。 展览以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
姆、 蒂拉丘地和贝格拉姆 4 处考古
遗址为线索， 共展出阿富汗国家博
物馆收藏的珍贵文物 231 件。 这些
文物时间跨度四千余年， 融合多个

文明的文化元素；它们或熠熠生辉，
或精雕细刻，或意蕴深远；它们不仅
有令人赞叹的匠心工艺， 还能让人
领略独特的异域风情， 给观众呈现
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阿富汗
多彩的文明图景。

展览期间，展厅内将设置“阿富
汗匠人工坊”教育活动专区，还将举
办“镜头里的黄金神话”“手作台上的
黄金国度”等系列教育活动。

时间：2018 年 12 月 29 日 -2019
年 3 月 29 日

“大风车吱呀吱悠悠地转，这里的风
景真好看……”一首《大风车》承载了许
多 80 后、90 后的美好回忆。 再过一些时
日，歌曲里的场景即将变为现实。 据悉，
201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19 日， 山里江
南·第二届童梦奇缘风车节在贵州安顺
开幕。

长沙出发，4 小时就能到达安顺。 山
里江南度假区位于安顺市旧州镇， 这里
气候温暖湿润， 起伏的喀斯特地貌与蜿
蜒的河流水系相互映衬， 形成鲜明的江

南意境，“山里江南”因此得名。
景区将“江南元素、旧州古镇、屯堡

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包括蝶恋花海、
幸福花田、欢乐街区、度假酒店在内的

屯堡民族风情和山里江南风光。 今年春
节安顺恰逢“童梦奇缘风车节”，数万只
造型萌趣的风车将为你呈现一个梦幻
童话仙境！

此外，你还可以和梅花鹿、羊驼、迷你
驴、小香猪、小豚鼠、小浣熊等萌宠互动；
文创园内还有风车 DIY、灯笼 DIY、石膏
彩绘 DIY、泥塑 DIY 等各种创意 DIY；景
区内的绿化带里，各种造型的熊猫雕塑憨
态可掬；人行步道和桥廊上还有各式各样
的风车装饰，是理想的亲子游去处。

明月山风景区位于江西宜春，距
宜春城区 20 公里。

到了宜春，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
的，一是爬明月山，二是泡温泉。

冬天的明月山雾凇闪亮， 温泉
云烟氤氲。 位于乌云崖峭壁之上的
青云栈道全长约 3100 米，其中 1700
米盘旋于峭壁之上，曲曲弯弯，忽高
忽低，蔚为壮观。明月山原始风貌保
持良好， 植被繁茂， 景区内水量充
沛，在丰水期，山中有大小瀑布 200

多条。 其中云谷飞瀑落差 119 米，被
誉为江南第一高瀑， 它也是宜春古
八景之一。游玩明月山，还有一种全
新的旅游体验方式———高山观光小
火车， 乘坐小火车奔驰在海拔近
2000 米的高山云海， 犹如穿梭在仙
境之中。

隆冬时节，泡温泉也该提上日程
了。 位于宜春市城区西南 15 公里的
温汤小镇就是个不错的选择。它拥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地热温泉， 水质优
良， 水温常年保持在 68℃-72℃，富
含硒元素，对身体很有益处。 在宁静
的小镇上，泡个养颜温泉，洗去平日
的疲惫，别提有多美好了。

《天空之城》《龙猫》《千与千寻》
……北京春之声爱乐乐团将在大年
初六， 为长沙市民奉上一台精彩的
宫崎骏动漫视听音乐会。

宫崎骏是日本动画电影的领军
人物，久石让则是被誉为“东方威廉
姆斯”的日本电影配乐大师。 宫崎骏
的《天空之城》《龙猫》《魔女宅急便》
《千与千寻》《悬崖上的金鱼姬》等 多部动画电影配乐皆出自久石让

之手。专业演奏家的现场演绎配合
现场大屏幕的电影高清片段 ，你
可以一边聆听纯净的音乐， 一边
回味经典剧情。 在新春之际，带上
你的家人， 一起回到纯真而美好
的童年吧！

时间： 2019 年 2 月 10 日
地点： 长沙市开福区滨江文化

园长沙音乐厅

一不小心，寒假又来了！ 你是睡到天昏地暗，不到中
午不起床？ 还是对着手机电脑打游戏，根本停不下来？ 又或是去旅游胜

地看人山人海，到此一游？如果你想度过一个快乐而充实的假期，请收好这份寒假
攻略，它会告诉你答案。

去安顺看一场 童 梦 奇 缘 风车节

日前，湖南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
发布公示，拟批准怀化市通道芋头古侗寨景区等
4家景区，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怀化市通道芋头古侗寨景区位于县城西南
9 公里的芋头村， 始建于 1368 年， 至今有 650

多年历史。全寨有 188 户，800 余人，是我国侗族
民居“实物博物馆”，2007 年被评为首批中国景
观村落。

村寨从选址、 整体布局到细节都具有独特
的地方特色，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民居以
“杆栏式”吊脚楼为主，沿山、沿谷因势利导，形
成“山脊型”与“山谷型”布局模式，又和外界环
境巧妙融于一体，构成侗寨特殊风格，被誉为南
方建筑的“小布达拉宫”。

如何让寒假过得有意义？ 小朋
友们可以前往长沙图书馆，参加“小
小管理员”寒假社会实践活动。

图书馆作为肩负社会教育职能
之公器，既主张读书破万卷，又倡
导游学行天下。“阅天下·邂逅图书
馆之美”是长沙图书馆推出的一项
游学活动。 寒假期间（2019 年 1 月
15 日 -2 月 16 日）， 中小学生凭读
者证在长沙图书馆青少年借阅室
服务台领取游学护照，按照游学电
子地图前往指定的各大图书馆，在

游学护照上盖章（带图书馆 logo
的章），或者在图书馆拍一张自己
的美照发微博，并在微博带上话
题 # 阅天下·邂逅图书馆之美
#， 即可至长沙图书馆兑换 1 枚
社会实践章。

据悉， 该项活动主要面向广大
未成年人， 鼓励青少年走出书本的
框架，在行走中感受图书馆的魅力，
体会阅读的美好。

此外，“青苗大课堂” 活动也将
开启，长沙图书馆特邀各界专家讲

师，在寒假的周末为孩子和家长奉
上精彩讲座，扩展知识面，培养大
视野。

时间：1 月 26 日下午 14:30《青
少年该如何提高沟通技能》；1 月 27
日下午 14:30《如何培养孩子挑战世
界的勇气》。

寒假来袭！ 这些地方喊你来打卡

去“ 小 布 达 拉 宫 ”品味侗族风情

去长沙音乐厅“ 邂 逅 ”宫崎骏

去长沙图书馆当“ 小 小 管 理 员 ”

去明月山泡一次 养 颜 温 泉

去“ 湘 博 ”来一场奇幻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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