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泉南线界化垄至茶陵高速】
自驾路线：长沙———长永高速———长株

高速———沪昆高速———醴茶高速———衡炎
高速———垄茶高速———茶陵县东阳湖（全程
2 小时，从株洲出发走垄茶高速，只需 2 小
时 10 分钟便可到达江西境内。 ）

东阳湖
仙境共乘一叶扁舟

伫立在清晨的东阳湖畔，如入梦境。 悠
悠的碧水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像是少
女的衣袂轻轻拂过，如翩若惊鸿的洛神。 跟
孩子一起对着轻雾大喊吧,喂，喂，渺渺回声
仿佛伴着丝竹仙乐呢。

虽然已是寒冬，这里却春意盎然。 三两
只野鸭畅游在湖面上， 激起一圈圈涟漪，还
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叽叽喳喳好不热
闹。 鸟儿的乐园，也是孩子的乐园。

湖中大大小小的岛屿近百个， 星罗棋
布。 湖边有专供游人乘坐的木舟，乘一叶扁
舟，一家三口飘飘荡荡，你划桨我撑篙。站在
船头唱一首小曲儿，湖中小岛的美景一览无
余，这不是仙境又是何方。

特色美食：茶陵糊啦、马蹄爪、鸡婆饺。
沿途美景：云阳山，位于茶陵县城西，山

城一体，总面积 8941.4 公顷，是湖南省乃至
全国少见的国家级城市森林公园。

【石首至华容高速】
自驾路线：长沙———京珠高速———岳阳

收费站下，到岳阳市———岳常高速———石华
高速———华容县桃花山景区 （全程 2 小时
30 分）

桃花山
寻访三国华容道

三国里的“曹操败走华容道”可谓人尽
皆知。 可是华容道究竟在哪儿，到现在还没
个定论。 如果你的孩子是个小小三国迷，这
个寒假可不要错过华容县的桃花山。 说不
定，你和孩子就会在这里揭开华容道的神秘
面纱。

穿行于桃花山中， 三国遗址俯拾即是。
孙夫人遥祭夫君刘备的望夫山、 娘娘庙，关
羽挥刀砍断的斩龙石，纪念吴王孙权的吴王
庙，张飞杀猪飨将的杀猪港，鼎山的刘备庙
……这些在民间已经散落了千年的动人传
说，在桃花山上都能一一寻回。

杂草丛生的古道隐隐透出一种寂寥，若
不是倒马崖、斩龙石、娘娘庙、望夫崖以及代
代相告的传说，有谁会想到这个被荒芜淹没
的地方，曾是三足鼎立的战场。

特色美食：华容大湖胖头鱼、华容豆筋、
夹心藕。

沿途美景：华容县博物馆。

【炎陵至汝城高速】
自驾路线：长沙———长永高速———长株

高速———醴潭高速———醴茶高速———衡炎
高速———炎汝高速———炎陵县神龙谷景区
（全程 2 小时 30 分钟，到汝城热水镇只需 4
小时）

神龙谷
绿色“森”呼吸

厌倦了城市里的“十面霾伏”？将雾霾抛
向脑后，一家三口来炎陵神龙谷享受神奇的
绿色“森”呼吸吧。

进入到神龙谷，肺的负担变轻了，连带
着身体也变得轻盈起来。深呼吸……明明是
最平常不过的空气，却好像怎么也吸不够似
的。神龙谷的空气没有污染，没有 PM2.5，却
有别处望尘莫及的高负离子含量。在这儿呆
上几天，对自己和孩子都是一个身心俱佳的
疗养。

神龙谷的美景也是不容错过的，这里完
好地保留了原始森林的风貌。“远看山是树，
近看树是山”，林木葱笼，古木参天，流绿滴
翠是这里不变的主色调。 放眼望去，湛蓝的
天、清澈的水，纯净得不似人间。

特色美食：斋菜、神龙谷野菜、酿豆腐、
烫皮。

沿途美景：炎帝陵。

【岳阳至常德高速】
自驾路线：长沙———长张高速———常德

市区，走 S306 道———岳常高速———鼎城收费
站下———鼎城区花岩溪景区（全程 2 小时）

花岩溪
与白鹭共舞

赏景、观鸟、登山、泛舟……你能想到的
亲子娱乐节目，花岩溪都为你准备好了。

花岩溪位于常德城南， 与桃花源比邻。
山环水绕的五溪湖， 松涛掩映的银盘山，香
火缭绕的仙池古寺，都是令人流连忘返的美
景。 最吸引人的当然是这里以十万计的白
鹭，橙色的尖尖长嘴，细细的弯曲长颈，优雅
的小碎步，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当你
漫步在山道上， 白鹭常会无声地划着翅膀，
悄然地从你头顶上飞过，好一个“一行白鹭
上青天”。

好动的孩子哪能放过花岩溪里的青少
年户外体育营地。 翻越网坡再勇过独木，障

碍过桩和荡绳越障也要玩个尽兴。营地旁的
百木园也是个好去处， 龙柏、 荷花玉兰、檵
木、金钱松、柳杉、凤尾柏、乌柏……都是平
时在城市里见不到的树。 这里有号称“最干
净的农家乐”，用的都是自养自种的食材，烹
饪也是原汁原味的农家做法。

特色美食：常德擂茶、山野菜、黑山羊。
沿途美景： 常德诗墙， 世界最长的诗、

书、画、刻艺术墙，获“吉尼斯之最”。

【长沙绕城高速】
自驾路线：长沙市梅溪湖———长沙绕城

高速， 行驶 21.1 公里———雷锋大道， 行驶
620 米———左转进入普瑞大道， 行驶 5.4 公
里———月亮岛

月亮岛
山水间烤制快乐

月亮岛位于长沙北郊的湘江西岸，三面
环水，如月牙潜入江水中。

说起烧烤， 长沙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
里。 一家人围在烤炉边，听着烤架上肉串滋
滋作响，生活中的不快，像滴落在炭火上的
油脂，顷刻化为乌有。在这里，不如让爸爸做
一回大厨，妈妈和孩子负责打下手。 生火不
是个容易的活儿，刷油刷酱也需要技巧。 一
家人齐心协力烤制的烧烤大餐，一定是有着
最幸福的味道。

这里还没有经过过度开发，一切都透着
原始的田园气息。牛马羊群是月亮岛上的常
客， 脖子上没有缰绳的它们悠闲地走来走
去，偶尔还会相互玩闹。 也有专门出租给游
客的马儿，马背上的月亮岛，别有一番风味
呢。

特色美食：自助烧烤。
沿途美景：洗心禅寺，为清初汉月法藏

禅师于 1620 年创建，至今已有 386 年历史。

【京港澳高速长沙连接线】
自驾路线：长沙市德雅路———长沙连接

线———三一大道 ， 行驶 1.9 公里———丽臣
路，行驶 7.0 公里———岳麓西大道，行驶 5.8
公里———长张高速———岳临高速，行驶 18.4
公里———靖港古镇

靖港古镇
寄一封给未来的明信片
靖港有一种值得反复温习的美。在拱桥

上听细水流淌，看船夫摇桨，一静一动都仿
佛在浅吟低唱。 坐在江边的咖啡馆里，倚着
窗棂， 单单是看着窗外遥相呼应的青山绿

水，心中就已经充满了恬静和温暖。
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习惯了激烈的竞

争，习惯了行色匆匆的路人，小小的心灵中
过早地融入人情世故。 带孩子来这儿，忘掉
那些忙忙碌碌的生活琐事，听着小店中飘出
的散漫小调，跟孩子随便聊聊，看看自己渐
渐成长的孩子，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这儿有很多明信片小店， 悠悠慢递、7
号慢递……跟孩子一起写一封给未来的信，
或合作一张独一无二的手绘明信片。当它们
多年后抵达孩子的手上时，也许还能闻到一
股岁月酿制的陈年馥郁，想起那时与孩子一
起写下字句的自己。

特色美食：坛子菜、毛毛鱼、炸粑粑。
沿途美景：雷锋纪念馆。

【溆浦至怀化高速】
自驾路线：长沙———沪昆高速———怀化

县城，上怀化收费站入口———溆怀高速———
溆浦县向警予故居（全程 6 小时）

向警予故居
穿越时空的红色追寻
沿着溆水一直走， 穿过繁华的警予路，

就是向警予故居了。
这是一栋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多重檐的

屋檐高高翘起，极具溆浦地方特色，向警予
的传奇人生便是由这里展开。她没有裹脚，6
岁入私塾，8 岁进入新式小学，16 岁赴长沙
求学，21 岁在家乡开办第一所男女同校的
新式学堂；她喜欢读《离骚》和《木兰辞》，以
天下兴亡为己任；她反对无爱婚姻，为广大
妇女争取参政权……尽管她的人生在 33 岁
就英勇就义戛然而止，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在向警予手迹陈列室里，你可以带着孩
子看看她学生时代写过的作文、日记、读书
笔记， 还有她从事革命活动期间的书信手
稿。 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红色追寻之旅，距
离我们一个世纪之久的向警予，能带给孩子
的不仅仅是震撼。 如何才能不辜负青春？ 也
许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找到属于自己的答
案。

特色美食：枕头棕粑、小江河鱼、溆浦物
鹅。

沿途美景： 思蒙，40 平方公里丹霞风
光，屈原在这里留下《涉江》、《山鬼》、《橘颂》
等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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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又有 14 条新高速公路优雅地舒展在三湘大地上。
带着孩子，一路追逐风景，一路阅山阅水，来一次有意义

的寒假旅行吧———

■ 通风报信

武汉直飞美国塞班过春节

冬天， 长沙人喜欢扎堆去东南亚海岛
游，但今年春节，你有新选择了。 1 月 10
日，世纪旅游集团向长沙游客宣布武汉直
飞美国塞班包机从 1 月 27 日起航的喜
讯，中部地区第一次有了直飞美国领土的
包机，5 小时直达，每隔 5 天一班，长期飞
行。 该公司正在洽谈年内从长沙直飞美国
塞班包机事宜。

据悉， 塞班不仅是一个中国公民免
签的海岛，有七色海洋，凤凰花盛放，可
丛林自驾探险，夜潜相约海龟、水上瑜珈
的地方， 更吸引人的是可领略浓厚的美
国文化，有各具特色的教堂、热情的土著
查莫洛人的民俗、 拉斯维加斯奇幻魔术
沙堡秀， 岛上和海下有随处可见的二战
遗迹，在酒吧里还可遭遇美国大兵。

“约游”邀你到巴西看世界杯

新年到， 巴西世界杯的脚步也临近
了。 1 月 10 日，注册用户突破 300 万的社
交旅游平台手机 APP“约游”，发起“2014
巴西世界杯约游行”活动。 “约游世界杯”、
“约美女 ”、“约土豪 ”、“约竞猜 ”、“约明
星”。 下载登陆手机 APP 约游平台后，你
可以发起诸如球友比赛、竞猜 16 强、冠军
预测等活动，邀请“约友”报名参与，通过
“魅力指数”和“圆梦指数”的累计积累人
气，就可以参与“最终人气王”的角逐。 冠
军获得去巴西世界杯现场看球的特权，全
程机票、酒店、餐饮、世界杯门票费用均由
约游承担。 目前，“约游”已经开启了各大
安卓市场及苹果 APP 的下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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