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7日，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北京世园会）“湖南日”活动在北京市
延庆区开幕。北京世园会于4月28日开幕。“湖南日”活动由省政府主办，主题为“幸福湖南，
‘湘’聚北京”，为期3天。

湖南展园是以陶渊明千古名篇《桃花源记》所描述的“世外桃源”真迹地———桃花源为
原型，采用160多个植物品种，串联“武陵山石”“洞庭春晖”“桃源寻梦”等多个创意，将“绿
色生活，美丽家园”的理念浓缩在精致的园林场境中。

副省长陈文浩在开幕式上发出热情邀约。他说，7300万湖湘儿女正以青山为笔、以绿
水为墨，在中国腹地上绘制了一幅恢弘磅礴的生态画卷，欢迎大家参观湖南园，也欢迎更多
的朋友来湖南，亲眼见证湖南的山清水秀，亲身感受湖南的风土人情。“湖南日”期间，我省
农业、林业、文旅、商务等部门以及11个市州还将举行招商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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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福游有全福·山海闽西南”文旅分享会将在长沙举办

7 月 9 日，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闽西南协同发展区文旅部门联合金门县政府观光处举办的“全福游有全福·山海闽西南”
文旅分享会将走进长沙，向旅行商和市民推介“山海闽西南”。 那么，闽西南究竟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让我们提前了解一下吧！

龙岩是客家祖地。 世界文
化遗产 -福建永定土楼， 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东方民居
建筑奇葩； 客家首府长汀古城
承载着古老的客家文明； 这里
还有众多诱人的客家美食：长汀
河田鸡、连城白鹜鸭、上杭槐猪
肉、永定全牛宴等等；游大龙、走
古事、做大福等精彩客家民俗等
你来体验。

龙岩是红色圣地。 龙岩拥
有古田旅游区、长汀红色旧址
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群、
松毛岭战地遗址、中央红色交
通线旧址群等革命旧址遗址
400多处。 在这您可以重温当
年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

龙岩是养生福地。 冠豸山、
梅花山、梁野山、华东第一洞龙硿
洞、九鹏溪、永福台创樱花园等
受央视热荐、还有天一、天子温
泉为您带来纯天然的温泉体验。

厦门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
世界文化遗产鼓浪屿风姿绰约、中
山路骑楼比肩、 环岛路椰风海韵
令人陶醉；云上厦门、演武大桥、
沙坡尾、厦门大学、胡里山炮台、黄
厝海滨、曾厝垵 40多公里海岸
线串起厦门最美滨海观光带。

厦门是一首意蕴深长的
诗。 蜈蚣阁、送王船、答嘴鼓、
博饼等民俗传承着一代又一
代的故事；厦门珠绣、漆线雕、
珠光青瓷等非遗伴手礼凝聚
着一个个传奇人物的结晶。

厦门是一场令人陶醉的音
乐会。鹭江街道老剧场、海峡两
岸名家的书画展、 小白鹭艺术
中心的精彩演艺、 闽南大戏院
的多元戏剧、 世界级音乐大师
的演奏会 无不让你心动。

厦门还是天然摄影之乡、
影视之城。 第 28 届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欢迎您。

这里是泉州，是中国古代
海上丝路的起点， 拥有大量
“海丝”遗迹。马可波罗到访泉
州时称赞古泉州(刺桐港)是他
平生所见最繁荣的商港，其繁
荣兴盛可与亚历山大港媲美。

这里是“东亚文化之都”，
拥有 31 个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和 4 项世界级、34 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
12 个“中国之最”，如中国现
存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洛
阳桥、 中国现存最多祈风石
刻九日山石刻群、 中国现存
最高的孪生石塔东西双塔。

这里更是一座“世界宗教
博物馆”。 佛教、道教、儒教、伊
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天主
教、 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
和平共处，清源山老君岩、清净
寺、开元寺、摩尼教草庵等众多
宗教名胜在这里世代静守。

漳 州 全 域 共 有 土 楼
2000 多座 ，是世界上独一
无 二 的 山 区 大 型 民 居 建
筑，南靖田螺坑土楼群、华
安二宜楼等东方古堡古朴
壮美。

漳州还有旑逦的滨海
风光。 1.86 万平方公里的海
域 、715 公里的海岸线上，
230 多座岛屿星罗棋布 ：
100 平方公里的滨海火山地
质公园、东山风动石、东山
的马銮湾、 漳浦的翡翠湾、
长泰天柱山欢乐大世界、印
象半径水系旅游景区，都是
不容错过的旅游景点。

漳州还是花卉之都、生
态之城。 千年古镇云水谣、
“云上人家”七彩官畲村、长
泰十里蓝山景区、林语堂纪
念馆、 东南花都·花博园等
风景独好。

三明是“中国最绿省份的
最绿城市”，是名副其实的“中
国绿都”， 是绿色深呼吸的天
堂。您可以在世界自然遗产地、
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泰宁乘船游览大金湖、
坐排漂游上清溪， 还可以徜徉
于泰宁古城，静心感受“离凡尘
最远，和心灵最近”的超然和洒
脱。 除此之外， 永安桃源洞 -
鳞隐石林、将乐玉华洞、三元格
氏栲、尤溪“侠天下”都能满足
您对大自然最神奇的想象。

三明是风展红旗如画的
圣地，这里有 8 处全国百家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25 个中央红
军村；三明，是世界客家祖地，
宁化石壁村、 宁化天鹅洞、清
流天芳悦潭不容错过； 三明，
是沙县小吃的发源地， 拌面、
扁肉等 140 多道正宗沙县小
吃会让您垂涎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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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园会迎“湖南日”，“世外桃源”请你来
160多个植物品种串联“武陵山石”“洞庭春晖”“桃源寻梦”等多个创意

湘潭市岳塘区指方村因靠近老工
业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被划为
农作物“替代种植区”。但在2018年，这
里还是被颁发“秀美村庄”称号。

“不能种粮种菜， 我们就种花种
树。”村支书刘文胜告诉记者，前两年，
借着湘潭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契
机，村里将土地集中规划，在指方大道
两旁打造了荷花园、牡丹园、玫瑰园和
兰草园等24个花园， 并关停了每年给
村里带来50万元收入的两家砖厂。

这让指方村实现了“美丽转身”，最
近一年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0人。“很
多城里人打算到村里来长期居住， 但都
没能如愿。”刘文胜解释说，“生态旅游火

起来之后，出门打工的村民都回来了，村
里已经没有空余的房子出租。”

尝到甜头的指方村因此更加重视
对生态的保护。村里不仅给大家分配了
义务公益岗位， 组队设点开展巡山工
作，还在位于村中的湘潭市海拔最高的
青山大岭种植了数万棵防火树种。

“秀美村庄” 建设取得的成果，标
志着湖南造林绿化由过去的山川绿化
向城乡统筹协调发展，造林功效由过去
单一的增加森林面积和蓄积向美化环
境、提升生活质量延伸。根据统计，截至
2018年，全省“秀美村庄”新栽树木总计
约4000万株， 新增造林绿化面积超过
300万亩。 ■据新华社

当前，生态宜居成为热门
话题，保留田园风光、留住乡
村记忆是美丽“中国梦”的重
要组成部分。 湖南省自2014
年启动“秀美村庄”建设行动
至今， 共有2000多个村庄获
得该称号，它们是人们向往的
“世外桃源”的现实版。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
镇的石燕湖村就是其中代
表， 这里青山碧水、 曲径通
幽，家家户户有庭院。因为超
过90%的森林覆盖率， 夏天
的平均温度要比距离不到10
公里的长沙城区低3到5摄氏
度。村支书刘亚洲告诉记者，

以前村民做“种树卖树”的花
卉苗木生意，如今走“种树卖
景”的生态兴村路子。

村里有天赐园、 辰午山
庄、 育景园等好几个不同园
林，按照“一园一景一游”的
规划，每个园林定位不同，有
的主打亲子游乐， 有的主打
鲜果采摘， 还有的主打园艺
培训和拓展训练。“每年至少
有100万游客到石燕湖村旅
游，村里3800人，人均年收入
将近3万元。”刘亚洲说。

54岁的村民张永波曾经
是一名包工头， 他原本打算
将全部积蓄拿到长沙市区买

一套商品房养老， 在刘亚洲
点拨下， 最终在村里办起了
民宿。“去年光是在我家住宿
的游客就有1000多人， 吃饭
的更是不计其数， 这让我赚
了将近20万元。”他说。

雨花区政府还拿出专项
资金、 请来专业团队帮助村
民进行房屋改造， 不仅设计
费全免， 改造资金的40%也
由政府承担。 记者在张永波
的民宿改造图上看到， 房子
以前的风格尽管洋气， 却与
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重新设
计后， 增添了更多清新朴素
的田园风格。

一园一景一游，人均年收入3万元
土壤重金属污染区实现“美丽转身”

7月7日，游客在湖南园中自拍留念。 新华社 图

■记者 刘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