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在横店，钻进某个小餐馆，
你会赫然发现墙上还贴着明星的亲
笔签名；在某个景区悠哉闲逛，不想
又碰到了安以轩正在不远处拍戏…
看到这些，你心动了么？记者近日从
湖南宝中旅游获悉，该旅行社推出畅
游横店周末4日游， 只需1398元/人
即可和“明星约会”。

横店影视城是国家5A级景区、
全球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及全国最
大的影视旅游主题公园。 主要景区

有秦王宫、明清宫苑、广州街香港街
及华东最大夜游景区《梦幻谷》。横
店又被称之为中国的拉斯维加斯，
大型影视特技水战表演《怒海争
锋》、梦幻情景剧《梦回秦汉》、大型
古彩戏法情景剧《汴梁一梦》等几十
场演出也值得一看。

宝中旅游线路推荐：江南一镇、
传奇横店双卧四日游1398元/人，天
天发班。 ■通讯员 赵浪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海涛

冬日温情，长沙周边亲子游好去处

11月17日上午， 湖南省舞台艺
术摄影家协会在长沙晓园数码城会
议厅举办了《谭鸽群 柳明 黄志平舞
台摄影作品欣赏会》。据悉，这是省
舞摄协自6月23日成立以来的第二
次舞台摄影艺术交流活动， 此次活
动得了文化厅与省演艺集团、 湖南
大剧院、 红太阳演艺中心及省直专
业剧团和晓园数码城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 欣赏会上展示的是舞摄协资

深的三位摄影家的优秀舞台作品。
其内容涵盖了近几年来我省文艺舞
台最为优秀的演出剧目，如《大漠敦
煌》； 由省委宣传部和文化厅举办的
“雅韵三湘 好戏连台”的优秀剧目等
近20多台剧目的摄影作品， 获得了
与会者的热烈反响， 更得到了各级
领导与专家的好评。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肖志芳

要赏古城古镇风光， 其实无须
远行，位于长沙市望城区西北的靖港
古镇便是一个好去处。湖南有一位青
年作家这样写道：其实，这里有着比
沅江上更为繁华的场景，只是在湘江
流域还没有诞生比沈从文老先生更
能描写故乡之美的文豪。 假如有，靖
港古镇也早已被世人所熟知。只需68
元即可报名参加湖南宝中旅游推出
的靖港古镇汽车休闲一日游。

靖港镇自古得水运优势， 坐落
于湘江西岸， 曾为三湘物资集散的
繁荣商埠，美名“小汉口”。靖港古镇
的老人说， 靖港古镇方圆数百里的
老人也说：那里曾经是人间天堂，那
里曾经让人神往。

宝中旅游线路推荐：靖港古镇汽
车休闲一日游68元/人，每周六发班。

■通讯员 赵浪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海涛

到了湘西，总要到苗寨看一看，
报名参加湖南宝中旅游， 只需花上
299元即可乾州古城、德夯风情苗寨
汽车二日游，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尽
收眼底，可谓一举双得。

乾州古城位于吉首城区南侧，
东汉时期，乾州便因“居楚西南，界
连黔蜀”而成为边陲军事重镇，城内
有古老曲折的石板路， 明清建筑风
格的旧民居，昔日的商铺，名人的故

宅……从乾州古城出来， 车行半个
多小时，便到德夯苗寨。德夯苗寨是
个以自然风光为特色的旅游景点，
作为“天下鼓乡”，是湘西最早开发
的苗寨旅游地。

宝中旅游线路推荐： 乾州古城、
德夯风情苗寨汽车二日游299元/人，
每周六发班。

■通讯员 赵浪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海涛

省舞摄协举办舞台摄影艺术交流活动

花1398元可横店畅游4日

299元即可尽享乾州、德夯湘西风情

68元靖港古镇观光古城风情

放羊、采摘、滑沙……近日，综艺节目《爸爸去
哪儿》一炮而红，节目的取景地北京灵水村、宁夏
沙坡头、云南普者黑也跟着走红，尽管这些景点特
色各异，但细细观摩不难发现它们的共性：足够的
原汁原味，足够的人迹罕至，足够的僻静，还有要
有独特的地貌民情，又不能距离城市过于遥远。

亲子游的温馨快乐让不少年轻父母跃跃欲
试，其实，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们又何必舟车劳顿、
不远千里去重复明星爸爸和孩子的足迹， 我们湖
南也有亲子游胜地，古村古城、草原牧场、农庄雪
地……寻个时间，带上孩子，来一次别有风味的专
享亲子游吧。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海涛

南山牧场在湘桂交界的
越城岭， 是一座四周峭壁险
峻、 中间开阔的高山台地，
位于邵阳城步县城西南80
千米处， 从县城乘车可直达
山顶。 景区位于雪峰山脉南
段，绵延80余里，人称八十里
大南山， 平均海拔1760米，
上有48坪，48溪， 坪坪芳草
茵茵，溪溪清流涓涓。此外，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曾在这里留下光辉的足迹，
数千名知青在这里创建了壮
美的共青（石头）城。

游玩攻略： 去北方看草
原要花上几千元， 到南山花
费不到1000元便能“风吹草

低见牛羊”。 对于南山旅游，
一名导游给出了如下介绍：春
观云海游草原，夏避炎热赏花
海，秋品南山梨尝风味，冬观
雪景看歌舞；骑骏马、射弯弓，
紫阳牧区展豪情； 挤牛奶、洗
奶浴，风情园里享风情。

门票价格： 南山风景名
胜区进山门票实行“一票
制”，分淡、旺季二种票价。当
年的10月10日至次年4月20
日为淡季， 门票价格为每人
次45元；身高不足1.2米的儿
童免门票。

小贴士： 南山牧场海拔
高、昼夜温差大，建议多带衣
服。

金洲镇关山村位于湖南
省长沙市宁乡县东北部，东
距长沙市区24公里， 仅20多
分钟车程。 关山历史人文资
源丰富， 因三国时期的蜀将
关羽屯兵而得名，近年来，关
山村致力于打造休闲旅游，
形成了以民居观光、 民俗博
览和新农村建设成果展示为
特色，以“主题采摘+农事体
验+科普教育+绿色餐饮”为
基本模式的乡村文化旅游
区。

游玩攻略：“读三千年
书，无非功名利禄；行九万里
路，终归诗酒田园”。对于关
山村，资深驴友这样形容：好

看又好玩，乡村百事大观园。
关山有三国古镇、湖湘古村、
湿地氧吧、开心农场、四季果
园、 度假别墅……花果山散
步、青年湖划船、跑马涉水、
蹬脚踏车、栽菜摘果、钓鱼看
戏， 家长还可带着孩子亲手
煮酒、打豆腐、榨茶油、做红
薯粉、做酱油、做醋……10余
种手工工艺， 体验农夫的快
乐。

交通线路：长常高速、金
洲大道、319国道快速对接关
山村与长沙。宁乡南站105路
公交车，20分钟直达关山。长
沙市民自驾游、骑自行车、汽
车西站乘巴士，均可到达。

瑞翔冰雪世界坐落于长
沙浏阳市沙市镇赤马湖畔，
室内滑雪馆建筑面积近1.5万
平方米， 日接待能力3500人
次，包括单板、双板、戏雪等多
项娱乐运动。 初级道长200
米，宽60米，平均坡度13%；中
高级道长260米， 宽30米，平
均坡度22%。滑雪馆还专门为
孩子们设计了儿童戏雪乐园，
使他们在冰雪的童话世界中
充分发挥活泼天真的本性。

游玩攻略：说到滑雪，浮
现在脑海里的一般是东北雪
国。其实，从长沙出发，只需1
小时车程就可到浏阳赤马湖
的瑞翔冰雪世界。 使用“魔

毯”登上滑雪场的最高点，一
路而下畅快淋漓。 经过滑雪
运动大量体力消耗之后，还
可坐在温暖舒适的休息大
厅， 透过玻璃墙观赏雪道上
掀起的阵阵白色旋风。

门票价格： 周一至周五
138元一小时， 周六周日158
元一小时， 一个大人带一个
小孩，大人购票，小孩可购半
价。有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
两大人购票， 小孩可免门票
（儿童身高 1.5米以下）。

交通线路： 长沙市—医
药工业园———北盛镇—乌龙
镇—沙市镇（亮西东宾馆左
拐）—赤马湖瑞翔滑雪场。

湖中观鸟
洞庭湖上倾听自然之声

南山牧场
高山草原放飞童年梦想

浏阳滑雪
冰雪中来次酷酷的冒险

农庄体验
关山村体验农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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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洞庭湖鱼多，其
实鸟儿也不少。“冬季到洞
庭来看鸟”，这是东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口
号。 岳阳市境内的东洞庭
湖自然保护区于1992年被
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
保护区内仅候鸟就有338
种， 为我国乃至全球重要
的湿地和候鸟保护区。每
年冬季， 都会有300多种、
数十万羽候鸟在此越冬或
繁殖。

游玩攻略：每年11月到
来年3月是东洞庭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最佳观鸟季
节。 最好的观鸟区域在核
心区域的采桑湖管理站。
如果你观鸟时间不长，建
议跟一些有经验的鸟友同
去， 免得自己因不熟悉找
不到观鸟点，此外，看鸟时
要动作轻缓， 不要高声叫
喊或聊天， 不要用手直指
鸟的方位， 更不能扔石头
惊吓鸟类。

观鸟装备： 不要穿红、
黄、橙、白等颜色鲜艳的服
装， 尽量选择与自然环境
颜色近似的衣服， 才容易
让鸟类信任。 望远镜是观
鸟的必备工具， 观鸟用的
双筒望远镜倍数以7—10倍
为佳。 如果有过敏症状的
朋友，建议戴上口罩。

门票价格： 岳阳楼门
票全票80元，学生证可享半
价优惠，1.2米至1.4米的儿
童享受40元/人的票价优
惠。 从岳阳楼南岳坡旅游
码头乘坐游船抵达君山岛
景区，往返票价60元/人次；
从君山大堤往返君山岛景
区船票20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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