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星洲湿地

◎ 湿地生态康养游
地点：舵杆洲、天星洲、三仙湖水库、光复湖

想赏花、游湖、观鸟可以到舵杆洲湿地休闲区，这
里有万顷芦荡、百里柳林、芦花飞雪、洞庭观日、舵杆
洲遗址、自然渔村等自然景点。还有镇水铁牛、压邪金
鹜、血荻、舵杆洲石台神庙等众多人文景观。

想了解南洲湿地变迁史、 看湿地生物多样性展
览，那就一定要到天星洲休闲旅游度假区看看。“千顷
蒹葭十里洲”，坐船穿行其中，只见芦苇如帐、水道如
巷、河汊如网，鱼塘栉比、渚岛棋布。湿地内桑青水碧、
竹翠梅香、鹭舞燕翔、蛙鸣鱼跃，冷、野、淡、雅，皆成天
趣。

想露营、野钓，最好的选择自然是三仙湖水库休
闲风光带，这里还有自行车道等户外运动设施，可以
沿水库骑车、徒步。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光复湖渔家风情区
是湖南省最大的荷花观赏基地，也是全景式体验渔家
风情的好去处。 夏季可以划船赏荷、采莲；冬季观捕
鱼、挖藕，兴之所至，还可以换上装备去挖几根藕、捉
几条鱼。

◎ 生态农业体验游
地点：南茅运河生态走廊、罗文花海

南茅运河是百里生态走廊，也是湘北自驾车旅游
基地。 现在运河边设有漫步绿道、单车绿道和水上栈
道，两岸有景观大道和特色农业基地，是自驾游感受
湖乡风情、体验农村特色的首选之地。驾车一路驶去，
可到中鱼口采草莓、浪拔湖摘提子，可到三仙湖体验
稻田抓小龙虾， 可以到沿线农家乐承包田地种菜、吃
吃农家饭，农忙时节可以来体验插秧、收割的乐趣，还
能带回去不少绿色农产品。

罗文花海位于南县洞庭湖生态经济创新示范区
罗文村，藕池河东支从村边流过。这里土地平旷，屋舍
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自然风光旖旎。 阳春三
月，万亩油菜花海一望无际，花香沁人心脾。现在罗文
村除了油菜花，还引进了荷花、芦苇花、郁金香、波斯
菊、紫云英、格桑花等。 不论什么季节，游客都能看到
美丽的花海， 还能亲自动手体验种花、 种菜的乐趣。
2015 年，罗文村成功举办了“罗文花海”民居涂鸦创
意大赛，在网络引发轰动效应，至今罗文村已有 64 余
栋民居完成涂鸦喷绘， 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
2017 年 3 月， 将在罗文村举办首届国际涂鸦艺术节
暨生态美食节。

◎ 励志研学游
地点： 厂窖惨案遇难同

胞纪念馆、德昌公园

厂窖惨案遇难同胞
纪念馆、纪念碑位于南县
厂窖镇， 是为纪念 1943
年在厂窖被侵华日军屠
杀的我国 3 万军民所
建 。 纪念馆展陈面积
1600 平方米， 整个展览
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
罪侵中华，祸殃洞庭；疯
狂屠戮，惨绝人寰；英勇
不屈，奋起反抗；铁证如
山，不容篡改；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馆内 200 多

幅照片和 140 多件文物，与视频、音效、场景、展板文
字、讲解旁白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使纪念馆成为一个
融纪念性、独创性、故事性、艺术性和互动性于一体的
全新展示空间。

德昌公园位于南县城西的九都山，是为了纪念红
军名将、红六军军长段德昌所建。 园内有段德昌将军
全身铜像，一座高大醒目的纪念碑，纪念碑后还建有
怀英亭、阵亡将士墓、段德昌生平业绩陈列馆和南县
博物馆，供游人凭吊先烈，了解南县的古今历史。从博
物馆后行数百步，便是洪山禅寺，是湖乡的一处佛教
胜地。

◎ 美食天堂游
地点：南县全域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来南县品尝野菜宴
的最佳季节。 不论是去天星洲还是舵杆洲，都能吃到
各类伴水而生野菜，如野芹、藕尖、盐苞草、藜蒿、荠菜
……清炒、凉拌、涮火锅，爱吃的南县人总能想出奇妙
的搭配，让野菜的清香飘满整个春天。吃完野菜宴，不
要忘了带上几个藜蒿粑粑回家。藜蒿粑粑是南县人春
天爱吃的点心。 藜蒿嫩叶捣碎揉入面粉中，做成一个
个小饼，菜油煎至两面金黄后清香扑鼻。

来到初夏，小龙虾就上市了。 南县是湖南省最大
的稻虾产业基地， 今年稻虾养殖面积达 24 万亩。 在
南县，随便走进一家饭店，都能吃到美味的小龙虾。爱
吃重口味有虾尾火锅、口味虾、油爆虾、卤虾；爱吃清
淡的有清水煮小龙虾、冰镇汤料虾。 夏季也是莲蓬上
市的季节，莲蓬清甜可口，百吃不厌。 吃完小龙虾，买
上几个刚采摘的莲蓬，漫步运河沿岸赏夜景，惬意又
舒适。

秋季是吃全鱼宴的好时候。 禁渔期一过，各类河
鲜就到了最肥美的时候。 从茅草街到浪拔湖，从厂窖
到华阁，不论在南县哪个乡镇、哪个农家乐，都能吃到
鲜美的全鱼宴。清炖鱼、火焙鱼、红烧鱼，剁椒鱼头、蝴
蝶过河……琳琅满目，绝对过瘾。

冬季来南县可以吃大闸蟹、品龟鳖，还能带回不
少湖区特色产品作为手信馈赠亲友。顺祥食品的小龙
虾系列产品、腊鱼，南洲王、小川贵、秋师傅的麻辣熟
食、腊鱼腊肉，淘淘乐的休闲食品，滨河水产的龟鳖，
都是让人大快朵颐的美味食品。

九万里风鹏正举。 农业大县南县，正借助独特的
自然环境与文化传承， 乘着全域旅游的东风扬帆起
航，驶向全面小康的新纪元。

全域布局 擦亮生态旅游名片

� � � �今年， 国家旅游局提出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 创建工作， 南县县委准确研判旅游业发展模式由
“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的新形势，推动旅游业
转型升级。 今年 9 月份召开的中共南县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南县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的决定》，决心“逐步将南县打造成集生态观
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洞庭湖区旅游胜地，
全面打响‘洞庭生态游’品牌，建成全省旅游强县和全
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南县县委书记汪军表示，为贯彻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南县正积极构建“全域布局、
全景覆盖、全局联动、全业融合、全民参与”的全域旅游
大产业发展格局， 力争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

在今年 12 月召开的南县全域旅游创建动员会上，
南县成立了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了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县委、 县政府每年安排
2000 万元作为旅游发展基金，并逐年增加，把项目建
设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推进。 2017 年， 南县将成立旅
游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搭建起投融资与项目对接
平台，引导民间资本投入。 同时整合各类项目资金，加
大金融扶持力度，建立旅游业奖励制度，开展旅游人才
培训和宣传促销活动。 2017 年 10 月，南县将承办环洞
庭湖新能源汽车拉力赛南县站比赛。

立足本县自然禀赋与资源优势， 南县委托专业团
队编制了《南县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实施方
案》，着力构建以“一城一园五带六区”为骨架，以湖乡
生态休闲体验游、红色旅游、美食游为血肉，以“洞庭生
态游”为灵魂，集生态、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全域
旅游大格局。

“一城一园五带六区”是南县旅游空间布局由点向
面的转化关键。“一城”是指县城旅游集散中心，“一园”
是指南洲国家湿地公园，“五带”是指南茅运河旅游带、
三仙湖平原水库旅游带、南西公路沿线旅游带、南大公
路沿线旅游带、G353 环洞庭湖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
景观带，“六区”是指创新示范区旅游片区、南洲镇旅游
片区、茅草街旅游片区、厂窖镇旅游片区、华阁镇旅游
片区、舵杆洲旅游片区。 南县将不断完善旅游景区、景
点和线路的公共服务体系， 并坚持以发展全域旅游的
理念来谋划城镇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文化产业
等，推进“旅游 + 产业”融合发展，把全县作为一个大景
区来打造。

南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黄育文表示，南县将在 2017
年尽快完成全域旅游示范区资源整合， 重点打造南茅
运河和三仙湖水库两个功能区，推进农业特色观光群、
特色城镇群、特色湿地群三个旅游目的地建设。

全域开发 打造生态特色大景区

� � � �“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保护了南县独有的水乡环
境，近年来南县创建国家级生态县成效显著，生态环境
和气候条件相关指标都居省内前列， 发展“洞庭生态
游”可谓正当其时。

依托南洲国家湿地公园，发展湖区湿地生态游。 南
洲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 113.8 平方公里，涵盖了凇澧洪
道、藕池河、南茅运河、三仙湖水库等南县主要水系，天
星洲、再西洲、舵杆洲等洲垸形成独特的湿地群。 目前
南县已投入 2000 余万元建成了一个湿地宣教中心、两
个鸟类野外监测站和三个湿地管理站。 计划总投资
50.3 亿元对南茅运河和沿线乡镇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及
生态环境治理，建成南茅运河生态走廊，现已完成投资
6 亿元。

全域旅游整体规划将改变以往湿地内项目建设各
自为政的局面， 将各个项目统一到生态旅游这一个大
目标下。 南县将利用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湿地
景观资源，综合湿地科普宣教、农耕渔耕文化展示、养
生保健等主题，打造一个城市湿地、农耕
湿地、 文化湿地于一体的湿地休
闲旅游度假区。

依托优质的生态农业资
源，打造农业旅游名

城。南县农业资源得天独厚，现有绿色食品原料基地 54
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 47 个。 近年来农村“双畅工程”累计投入
5.3 亿元，新建 4.5 米宽农村公路 850 公里，突破了农
村交通不便的瓶颈。 现在南县正努力将农产品生产基
地与农业旅游开发紧密融合，实现田园变景观、农舍变
民宿、农产品变旅游购物品、农村基础设施融入旅游元
素，以独特的湖乡农耕文化吸引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开
展农业体验、自然生态领略、康养健身、特色美食品尝
等各种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旅游活动。 农业旅游的勃兴，
将进一步提升南县绿色农产品知名度，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依托红色旅游资源，进一步挖掘励志研学游潜力。
南县是全国“双百”人物、红军杰出将领段德昌的故乡，
也是日本侵华战争中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第二大惨案

“厂窖惨案”的发生地。 2015 年，南县投入 1500 余万
元， 对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进行提质改造。 同年
底，德昌公园西广场建设完毕，公园扩容至 500 余亩，
增添了凭吊、观赏、宗教、游乐等功能设施。 德昌公园、
厂窖惨案纪念馆年接待游客 70 多万人次，是益阳市爱
国主义教育精品旅游线路上的两个核心景区。 接下来，
南县将推动红色旅游与湿地生态游、农业旅游、湖乡风
物游融合发展， 将南县打造为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的励
志研学旅游目的地。

依托独特的饮食文化，发展特色美食游。“南县人
爱吃、会吃，南县菜好吃”，这是对南县美食最直观的评
价。 该县美食丰富多样，小龙虾、龟鳖扬名国内外，麻辣
肉、酱板鸭享誉全省。“味蕾经济”是时下热门，美食游
正成为旅游热潮。 南县利用本地食材种类多、质量优，
乡土烹饪有特色，食品加工企业多的特点，设计美食旅
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自由体验和探索南县风土人情，

品尝地道南县美食。 并计划通过开展小龙虾
美食旅游节等美食促销活动，进

一步提升南县美食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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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县，地处洞庭腹地，沃野如砥，水韵悠悠，

“鱼米之乡”美誉蜚声海内外，民俗文化绚丽多彩。

这里，四季皆景。 春赏油菜，夏观荷花，秋采

菱角，冬看芦苇。

这里，洞庭湿地野趣横生，生态种养新招迭

出，红色旅游感召人心，美食小吃别有风味。

水韵湖乡，生态南县，正着力于全域布局、

全域开发、全业融合，加速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

全业融合 树立四大品牌形象

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

德昌公园

南茅运河生态走廊

三仙湖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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