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江水的清悠里，洞庭湖的烟波中，晚舟是水墨的
画卷，白鹭是飞翔的诗篇……歌声中的她，有一个美丽
的名字———资阳。

仲夏的资阳，是铺锦叠翠的人间仙境，亦是风光无
限的美好画卷。在这美好时节里，湖南·益阳首届洞庭湖
生态文化旅游暨水上运动节即将开启大幕。作为节会的
主会场，开幕式、主体晚会等重头戏将在资阳轮番上演，
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演绎一幕幕惊艳的场景……

交通先行
占据全域旅游新高地

5 月 19 日， 全长 8.5 公里的益阳黄家湖环湖公路
主体工程全部完工，益沅线、319国道完成互通。黄家湖
环湖公路，起于皇家湖游乐园后门，沿湖边布线，跨益沅
线流源桥桥头， 止于县道 028 线卫星桥桥头。 在此之
前，起于益沅线，终于黄家湖国家湿地公园的香摇路路
面提质改造工程已于今年 4月完工。

项目的建成，使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资阳
区紫薇村、国家湿地公园黄家湖、皇家湖生态旅游区和
云梦方舟国际度假区等紧密相连，沿线旅游资源穿珠成
线、连线成面，在交通上形成了环黄家湖生态旅游圈。

从次到好，从无到有。 自 2016年 8月到 2017年 5
月，资阳区上述几个重点交通项目的如期竣工，在诠释
了“资阳速度”的同时，也为资阳区“经济发展，交通先
行”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资阳区委书记陈静彬说：“只要我们因机而动，顺时
而为，就一定能够抢占发展先机，赢得发展主动，开创发
展新局面。 ”

近几年来，资阳区将交通建设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
“急先锋”和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优先发展，紧紧围绕
“内联网络、外打通道”目标， 进行“交通大会战”。 据了
解，继 2013 年“交通大会战”建成沙头资江大桥后，为
形成外联内拓、水陆并行的立体交通网络，更加突出发
展区位优势，资阳区又确定“六路三桥一站一码头”为交
通建设重点项目。“六路”即资北干线、环黄家湖公路、
G319 益阳南线绕城高速、益南高速、沅菁公路资阳段、
幸皇公路。“三桥”即益阳大桥、青龙洲大桥、张家塞大
桥。“一站”即长常高速幸福渠收费站。“一码头”即资江
清水潭千吨级码头。 目前， 资北干线、 环黄家湖公路、
G319益阳南线绕城高速已竣工通车， 长常高速幸福渠
收费站已建成使用，其他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如果说“六路三桥一站一码头”是破除阻遏经济建
设发展瓶颈的话，“一江三路”综合整治则提升了城市的
品位。“一江三路”涉及到资阳区资江河道中心城区段，
益沅线、G319国道及迎风桥、长春镇 2个高速公路入口
地段。 我们在益沅线资阳段看到， 公路两侧 16 米范围
内的广告牌和违建棚亭经过集中大整治已拆除，乱堆乱
放物、杂树、杂草已清理干净；沿线民居通过“穿衣戴
帽”，粉刷一新，彰显出湖区民居建设特色；公路的生态
景观带建设则结合洞庭湖区的特点，因地制宜选择了水
杉、香泡、香樟、紫薇作为主打树种，适当培植木槿花、紫
荆花等灌木。 此项工程的完工，使益沅线不仅是一条连
接资阳和沅江的交通要道，也是一条独具特色的水乡生
态风景大道。

“一江三路”综合整治使“半城绿
树半城楼” 的生态景观建设初步形
成。 资阳区正在将境内长常高速、
319 国道、资北干线等交通干线全部
高标准打造成绿色生态走廊， 其中，
资北干线 56.7 公里的绿化一年成
形，成为市级乃至省级样板工程。

资阳通过此次节会，以交通建设
为先导，聚人气，上项目，促建设，创
品牌，打造了一批创意新颖、特色鲜
明、文化科技含量高和与国际标准接
轨的全域旅游新亮点，推动以乡村休
闲文化旅游为主阵地的大旅游格局
和全域旅游基地的快速形成。

精心雕刻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惊艳亮相

前不久，一条消息引人注目：资阳玉陵坡巷、灯笼馆
巷的主体修缮工程分别于 5 月 17 日、5 月 21 日完成，
将在首届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节期间对外开放。 加上

2015 年 4 月 29 日完成修缮的魏公庙巷， 资阳古城的
“三美古巷”在旅游文化节来临之际喜展新容颜。

资阳区的玉陵坡巷、灯笼馆巷和魏公庙巷三条明清
古巷，风雨百年，雍容自若，有着“中国江南最美小巷”之
称。 这里，一方天井、一处小院，青砖斗拱，巷巷相通、户
户相连，艺术家对这种全国独有的保存较完整的“拱券
撑墙”风格古建筑群感叹不已，更对资阳区政府对明清
古巷的保护与发展竖起大拇指。

在明清古巷中穿行，依稀可以感受到资阳过往的繁
华。 资阳历史悠久，是益阳市的母亲城，自秦朝置县，已
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这里曾是著名的三国古战场，关
羽单刀赴会的传奇在此演绎，鲁肃堤、诸葛井等古迹保
存尚好；这里曾是古时吴蜀商贾必经之地，大码头、将军
庙、东门口等渡口曾是益阳最繁华的地方，码头文化、水
运文化影响深远。在这里，九宫十八庙、五马坊牧师楼等
宗教场所保存完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
教五大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在这里，有花鼓戏“戏窝子”
之称，民众对花鼓戏十分喜爱。益阳弹词、虾子起拱等民
俗文化也源远流长。资阳区成立了益阳古城保护与开发
公司，统筹规划开发，以历史为核心的文化旅游正在悄
然兴起。

5 月 13 日， 由贵州省三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的高科技农旅产业园项目顺利签约，落户益阳市资
阳区紫薇村。资阳抓住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洞庭湖区生态
经济圈和全域旅游的契机，将项目选址落户在区位优势
突出、生态绝佳的紫薇村，可谓得尽“天时地利人和”。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美丽,紫薇村是一个乡村的
生态公园和湖乡的天然大氧吧。 ”这是游客在参观紫薇
村后发出的赞叹。

“紫薇开瑞象美丽乡村幸福，惠政布春风葱茏花木
繁荣。”来到紫薇村，首先看到的是村里宽广的步行景观
主轴，长 1.2 公里，宽 12 米，两侧步行道各 3.9 米，中央
绿化带 1.7米。 主轴两侧为长 5.2公里、宽 8.5米的环村
公路，其中车行道 6米，自行车道 2.5米。 其目标是打造
全国步行第一村和全省一流的自行车骑行基地。

紫薇村是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在新建成的占地
400亩的紫薇文化博览园里，游客们可以领略紫薇花海
的绚丽烂漫，品读紫薇仙子的美丽传说，忘记城市的喧
嚣，流连田园的美景。紫薇村的华丽蝶变，是资阳区美丽
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资阳乡村正呈现出一派美丽祥和
的新景象。

“我以前一直在深圳打工，由于离家比较远，一直想
回乡发展， 刚好听说家乡美丽乡村建设来势非常好，并
且还承办旅游节，我就马上回来筹建起了‘紫薇人家’鱼
得水农家乐。家门口创业，爸妈不用外出打工，在店里帮
帮忙，特别好！ ” 店铺刚开张的紫薇村村民田武高兴地
说。

资阳区区长罗讯表示， 区里鼓励发展乡村旅游，构
建全域旅游新格局，通过全面建设两型社会，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让益阳母亲城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

5 月 28 日开园的云梦方舟水上乐园是一个梦幻水
城。“能在家门口玩到这么嗨的水上项目太方便了，有机
会的话我还会带家人和朋友一起过来玩。 ”一位益阳游
客如是说。

占地 300 亩的水上乐园， 作为云梦方舟的标志性
景点之一，是中南地区最大、设备最先进、娱乐体验最高
端、全国际化团队打造的首创花园式水上乐园，引入了
国内 20余项顶级水上游乐设备。

在这里，不光可以嬉水游乐，还可以观赏花海。占地
1000 亩的七色花洲，引入郁金香、杜鹃花、樱花和曼地
亚红豆杉等多种景观植物，多个不同主题的花园景观让
游客沉浸在花的海洋。 还有洞庭湖湿地体验馆，拥有近
万平方米的单体室内空间，“大美洞庭”4D 影院，通过最
先进的声、光、电表现形式融合多媒体互动，让游客仿佛
置身于洞庭湖湿地风光之中。

黄家湖是我省十大淡水湖之一， 湖面面积达 3 万
亩，储水量在 800 万立方米以上，素有“天然氧吧”之美
誉。黄家湖国家湿地公园风景优美，历史文化资源深厚，
不仅有美丽动人的传说，还有壮观的岳飞练兵遗址蚂蚁
堤等，是益阳市重点打造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6 月 17 日，在皇家湖畔，“印象洞庭”大型实景晚会
将呈现涛声阵阵、炊烟袅袅的画面，高亢的渔歌、美丽的
渔家女将把观众引入梦幻般的洞庭水上生活。 投资 1.2
亿元打造的“印象洞庭”大型实景晚会将给你的视觉、听
觉、感觉带来不一般的享受。

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是国家 3A 级景区，国家水
利风景区。 庄园部分占地 450 亩，由 39 栋仿明清古典
建筑和异国风情建筑组成。依托皇家湖建设了全省首个
国际游艇俱乐部，拥有两艘大型豪华游艇、两架水上飞
机和多艘快艇、冲锋舟、水上摩托艇。游客在这里可饱览
旖旎秀美的洞庭湖滨湿地风光，还能尽享“中国淡水鱼
都”生态美食，体验冲锋舟、游艇、水上飞机等特色服务。

这次节会的主办地黄家湖片区，作为资阳“一湖”发
展战略的核心区域， 近一年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以长春镇为中心，以紫薇村、云梦方舟国际度假区
和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为重点的美丽乡镇示范片已
具雏形。

高端规划
“旅游＋”引领新发展

资阳区以举办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节为契机，宣传
和推动旅游项目建设， 带动全区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带
动休闲度假游的兴起，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以促进
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他们通过超前规划，借助互联
网和物联网，使旅游成为产业发展的一个龙头。

通过“旅游＋”，资阳的黄家湖产业新区呼之欲出。
4 月 19 日、5 月 19 日， 资阳区先后两次召开黄家

湖产业新区策划规划工作交流会。在“洞庭湖乡，智慧新
区”的总体定位下，对黄家湖产业新区的空间布局、规划
设计等进行方案细化。 策划团队提出了以“深耕湖乡文
化，点亮时代之光”为主题的规划设计策略，将以湖乡文
化、夜色秀、智慧化等构建黄家湖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利
用特色文化的挖掘与演绎，赋予景点产业灵魂，利用互
联网、物联网及现代信息技术驱动旅游的建设与发展。

黄家湖产业新区规划考虑当前，谋划长远，以最优
的规划引领最优的发展。在功能布局上对整个区域一盘
棋考虑，与长春经开区、美丽乡村示范片的发展规划进
行衔接，形成功能互补；把紫薇村纳入二维码小镇建设
规划，实现协调发展；在产业发展上结合三江农业打造
的高科技农旅产业园，引进芳香产业，构建旅游、生态、
康体、养老等为一体的新产品体系。

产业新区将彻底打破现有农业发展模式，形成以黄
家湖为活力核心的智慧型现代农业发展圈， 涵盖活力及
休闲核心、环湖旅游圈、生态核心、生态廊道、美丽乡村经
济带和田园圈层。 核心区范围为 11.1平方公里，并辐射
到周边 63.5平方公里， 打造益阳新型环半岛产业轴线，
计划投入 300亿元。 黄家湖产业新区不是简单的再造一
座新城，而是针对不同的年龄群体开发相应的旅游项目。
该新区把美食、景色和休闲文化打包整合，确保留得住游
客；让白天旅游项目和夜间旅游项目形成优势互补；在做
旅游项目的同时，融入洞庭湖特色和湖湘文化。

六月的资阳，宾客云集，群英荟萃。漫步在这方传承
古老文明的土地， 穿行于这方秀美景色的人间仙境，分
明感受到一种活力迸发的青春律动。 资阳， 等你来；资
阳，让你美梦成真！

1、中线黄金旅游线路
紫薇村（位于资阳区长春镇，是湖南省美

丽乡村）→云梦方舟国际旅游度假区 （位于资
阳区长春镇， 是中部地区最大的主题乐园）→
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区 （位于资阳区长春镇，
是国家 AAA 级景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2、西线乡村旅游线路
飞羽农场（位于资阳区长春镇，是一家以

亲子活动为主题的生态旅游农场，有农家特色
餐厅，棋牌娱乐室、竹林烧烤、户外野炊、KTV

等）→欧家龙生态农庄（位于资阳区长春镇，有
餐饮、烧烤、野炊、垂钓等）→黄花梨基地（位于
资阳区新桥河镇，可以观赏梨花、采摘黄花梨）
→枇杷山庄（位于资阳区新桥河镇，可以采摘
枇杷）→杨林坳三益黑茶园 （位于资阳区新桥
河镇， 可以采摘茶叶）→花月岛生态文化旅游
度假区（位于资阳区新桥镇杨家洲，有农业生
态种植、宠物互动、农业体验、游艇派对等）

3、资阳城区古城文化旅游线路
青龙洲 （是资江上一座美丽的江中之岛）

→明清古巷 （被称为江南最美的巷子）→三国
文化广场（可以参观三国名人广场、古城墙）→
三台塔（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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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生态文明·绿色发展论坛。 是第一
次采用帐篷会议的形式承办的林业产业界年度
盛会， 有近 400 名国内权威林业专家和特邀嘉
宾参加。

开幕式暨《洞庭湖上》文艺晚会。 承办
本次晚会的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曾成
功举办过 2015 年中国城市春晚、2016 长沙首届
浏阳河文化艺术节实景开幕式等大型文艺晚
会，央视主持人李梓萌将倾情参演。

《印象洞庭》大型实景演出。 在 6 万平
方米全新的舞台上， 打造益阳首场大型实景水
上歌舞剧，全球首创水面多维立体大型 LED 屏
震撼亮相。 张也、平安等国内一线歌手演出。

花艳洞庭———中国紫薇第一村游园
活动。 400 亩紫薇文化博览园聚集了 60 多种各
类色彩不同、形态各异、香味独特的紫薇品种。
“紫薇文化博览园”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沈
鹏亲笔题写。 园内三座“七彩金”雕塑是世界华
人华侨精英联合会会长、 著名的雕塑师黄剑专
为紫薇村创作， 雕塑的场景和人物皆出自紫薇
村的神话传说，主雕塑高 12 米。 同时，国家花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决定授予紫薇村 “紫薇研发
与推广示范基地”称号。

魅力洞庭———旅游产业博览会之旅游商
品展销会开幕式。 来自益阳市各区县（市）的名优
特商品将集中展示，游客既可以观赏又可订购。

益阳传统民俗文化展示。益阳市花鼓戏
剧团将演出《过江》等一系列经典曲目，同时还将
展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益阳弹词。

美食节活动。紫薇村美食节广场将汇聚益
阳传统的特色小吃，皇家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的“洞
庭渔香”非比寻常音乐美食节，也别具一番风味。

皇家湖灯会。 由著名灯会布展商四川
自贡华亦彩五金工艺公司全力打造的 8 组具有
南洞庭湖特色的大型灯组， 将在皇家湖畔创造
出独具南洞庭湖特色的水上灯会。

链接一：

首届洞庭湖生态文化旅游节
资阳八大主题活动亮点纷呈

资阳区精品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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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二：

云梦方舟休闲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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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村风景

（本版图片由资阳区委宣传部提供）

皇家湖水景舞台

明清古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