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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寻找快乐有多种选择。 这座城市，自然山水美丽、历史人文底蕴深厚、休闲娱乐产业发达、美食丰富可口。

2017 年，它被新华网、同程旅游评为“中国十大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

高楼大厦千城一面，独一无二的老街区、历史步道才是城市的灵魂和个性所在。 5 月 18 日，2018 长沙休闲旅游节

开幕。 这次的快乐旅途，从老街开始。

风情老街 体验长沙慢生活

多彩旅途 给不同爱好的你
人各有爱好，长沙旅游产品丰富多彩，本次旅游节推出了十多个子项目，覆盖全市 9 个区（县）市。 来看看吧，里面一定有你爱的旅途。

到过许多城市的老街， 成都的宽窄巷子、北
京的南锣鼓巷、杭州的清河坊、武汉的汉正街和
昙华林……都没有像长沙老街这样让人魂牵梦
萦。 历史的厚重、现代的时尚、市井的亲切在此交
融，营造出诗意的氛围。 进入老街，体验长沙韵味
的慢生活。

长沙的老街不止一两条，它们以群体的姿态
在这座城市延续了千年。 从明清时代留下的 10
多幅长沙城池地图可知，现在的马王街、化龙池
一带，坡子街、太平街一带，潮宗街、通泰街一带
尚存的老街小巷，其走向、建筑布局，甚至街道名
称等， 在当时就已定型。 长沙古城形成 2000 多
年，老街巷的骨架沿袭至今，这在世界城市史上
都是罕见的。

“一步两搭桥、三公里、四方塘、五家井、六堆
子、七里庙、八角亭、九(韭)菜园、十间头……”的
顺口溜被老长沙人津津乐道。 太平街、坡子街、都
正街、化龙池、潮宗街、药王街、藩后街、北正街、
大古道巷、白果园、文庙坪……它们承载着数代
人的记忆，如今还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历史洪流奔腾，许多事物都会随之消逝，长沙
也不例外。但令人欣慰的是，目前，长沙仍有 5.6平

方公里的城区保留着大量的历史遗迹，包括历史建
筑、历史风貌区、历史街区、历史地段和历史古迹。

近年来，长沙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通过出台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深入推进全市历史
地名和历史文化街巷名称保护工作、推行老城有
机更新、规划设计历史步道等，力求保留原汁原
味的长沙，留住长沙居民的集体“乡愁”。

太平街、坡子街、都正街、化龙池、西园北里历
史步道，在精心规划和呵护下越来越有韵味，成为
长沙旅游的亮丽名片和市民喜爱的休闲地。 本次
旅游节的开幕式活动就在这几条老街开展，“老街
品呷”“老街泡吧”，“老街听戏”“老街寻秘”， 长沙
小吃、戏曲名角、非遗精品、知名酒吧一一登场，带
你从视觉、听觉、味觉上感受长沙的独特韵味。

小青瓦、坡屋顶、白瓦脊、封火墙、木门窗
……湘江边的太平街古香古色，是长沙古城保留
原有街巷格局最完整的一条街，也是长沙古城的
核心地带。 这里没有旅游淡旺季的区别，一年四
季都十分热闹。

太平街不过 300 多米，却文化内涵深厚。 贾
谊故居、长怀井、明吉藩王府西牌楼旧址、辛亥革
命共进会旧址等诸多文物古迹和近代历史遗迹，

乾益升粮栈、利生盐号、洞庭春茶馆、宜春园茶楼
等历史悠久的老字号，吸引了西泠印社书法篆刻
大师李伏雨、李早父子、脸谱艺术大师曾金贵、书
画家陈羲明等一批著名人士入驻设立工作室。

藏在街内的“太平里”文创社区是新晋“网
红”。 这个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和创作空间，集聚
了前行美术馆、各种手工店、时尚潮品店，成为了
太平街里创意文化的新地标。

漫步街心，咬一口热乎乎的臭豆腐，随着香、
辣、酸、爽溢满唇齿的，还有满满的老长沙风情。

坡子街距离太平街不过 5 分钟脚程。 清末的
坡子街钱庄、银行林立，是长沙金融业、药材业集
中的地带，如今以美食闻名。 大名鼎鼎的火宫殿
在坡子街深处，这里不仅可以吃到臭豆腐、姐妹
团子、荷兰粉、猪血、红烧蹄子等长沙名小吃，每
年的火宫殿庙会， 民俗活动与老艺人的技艺展
示，把人一下就带入了旧时光。

长沙有一群“休闲候鸟”，每逢周末，他们就
搭乘飞机、高铁，到长沙听歌、泡吧，舒展身心。

老街化龙池是著名的清吧一条街。 传说，铁
匠夫妇为了拯救长沙城，舍身消灭了恶龙，化龙
池因此得名。 它十分小巧，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头。

但街道曲折，也有探幽之乐。 窄窄的青石板路旁，
大小酒吧密布，竟有数十家。

被称为“盛满了老长沙记忆，有阅历有故事”
的都正街，一度面临脏、乱、差的困局。 它自 2013
年开始启动有机改造，如今，詹王宫、城隍庙、桃
花井等历史遗址、景点重焕光彩，餐饮、酒吧、客
栈、书吧等时尚新业态入驻，戏剧演出、庙会活动
时常举行……都正街的“长沙故事”得以续写。

“五一”期间，长沙首条历史步道首发段西园
北里全新开街。 560 米长的幽深古巷，串起左宗
棠祠、李觉公馆等 15 处历史人文景点，吸引游人
纷纷驻足。 老街面貌焕然一新，已经出嫁多年的
居民解雪兰决定搬回来生活。

宁波网友“宁波古城古镇古村落”游览了几
条长沙老街后，在博客中表示，充满老长沙风味
的太平街、化龙池才是真正的老街。

“希望通过深度挖掘长沙老街区、历史步道的
文化，以节会促进发展，让老街在修复和业态的更
迭中获得新生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让游客触
摸到长沙这座千年古城的性格，体验到这座中国最
具幸福感城市幸福的来源，使长沙的城市形象和旅
游品牌更清晰。 ”长沙市旅游局局长易冒坦言。

文旅结合 构筑一座生机勃勃的城

乐 2018长沙休闲旅游节，将快乐进行到底

我在老街等你寻 长沙

西园北里内的左宗棠祠堂———文襄园 田超 摄都正街

都正街 李健 摄

爱晚亭

太平街 李健 摄

�自然之旅
杜鹃红枫皆美艳，山野民宿养身心

温暖微凉的 5 月，2018 中国森林旅游节暨
湖南（浏阳）大围山杜鹃花节开幕了。 大围山以
杜鹃花为媒，邀请游客到浏阳河畔的多彩大山
中来，登临高处，赏满山红绿；放飞相思，爱鸟
护鸟；吃浏阳美食，那是大山与土地的馈赠；在
杜鹃花海、人间仙境中，欣赏情景文艺表演；参
加摄影大赛，比比谁记录的景色最美、笑脸最
动人。

“霜叶红于二月花。 ”深秋初冬，到岳麓山赏
枫是长沙人心心念念的“大事”，合影的人挤满了
爱晚亭周围的角角落落。到 2017 年，岳麓山红枫
节已举办 11 届。今年 11 月至 12 月，热情的红枫
又会向你和你的家人张开双臂，映衬你灿烂的笑
容。 登山赏枫，在爱晚亭静坐，访世界上最古老的
学府之一岳麓书院，入“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
道场”麓山寺体悟禅意，在黄兴、蔡锷、蒋翊武等
辛亥革命英烈墓前思考生命的意义所在。

当然，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投身民宿，将大
脑放空，在质朴自然的乡村生活中修养身心。 长
沙县拥有开慧、金井、春华、果园四镇为主的民宿
群，2018 长沙市“民宿节”将于 10 月在开慧镇举
行。 寻找最美民宿和最美民宿女主人、民宿女主
人厨娘大赛、乡村年俗文化节、民宿康养节……
久居城市的你，是否已经开始期待了呢？

�文化之旅
戏剧电影音乐热，文化创意谁争锋

广大文艺青年，你们准备好了吗？ 有“历史文
化名城”“世界媒体艺术之都”“东亚文化之都”美
誉的长沙，不仅有山水之乐，还处处散发出文化
的魅力。

家喻户晓的剧作家、戏曲作家田汉是长沙县
人，今年是其诞辰 120 周年。参加 2018 田汉戏剧
艺术节，用进行田汉主题诗词诵读、观看京剧专
场演出、参观纪念田汉书画展、参加和观赏大学
生田汉戏剧展演的方式，向这位戏剧大师送上相
隔百年的敬意。

靖港寻古、乔口吃鱼、铜官玩陶、新康看戏、
书堂览书……在长沙湘江北段的望城境内，各具
特色的古镇组成的湘江古镇群以其景之美、文化
底蕴之深，每年都吸引众多游人。 8 月，新华联铜
官古镇将要开园，18 个人文历史景点， 陶瓷、刺
绣、奇石、酒文化、钱币、机器人、湖湘名人馆、铜
官阁等 8 大博物馆， 近 30 栋复建的中国古民居
建筑、飞行影院、黑石号特技秀、街景巡游、美食
街区、文创街区、非遗街区全面开放，为你的暑假
生活增添韵味。

紧接着的国庆节前后， 华谊兄弟电影小镇
（长沙） 开园庆典暨翁布里亚爵士音乐节热闹登
场。 明星见面会、华谊兄弟电影首发、米兰时装大
秀、米其林美食节、意大利式室内外演出，还有欧

洲第一、 世界第二大的翁布里亚爵士音乐节、南
特电影节、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跨年灯光艺术
节……这场艺术的盛宴，想想都让人心跳不已。

文创达人也将聚集于此，围绕铜官窑陶瓷文
化元素、“黑石号”为代表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元
素等，开展一场创意大战。

电视湘军、出版湘军闻名全国，2018 长沙市
马栏山媒体艺术节将举办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系
列经贸文化活动、 长沙世界之窗系列旅游节、长
沙海底世界文化节等系列活动。

�娱乐之旅
泼水马戏游乐园，尽情狂欢不孤单

想要快乐吗？ 来长沙吧！ 长沙“娱乐之都”声
明早已远扬。《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知名娱
乐节目，为观众带来无数欢笑；酒吧、歌厅、KTV
等休闲活动，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每逢周末，都
有许多娱乐“候鸟”搭乘飞机、高铁前来；橘子洲
焰火、草莓音乐节、明星演唱会等众多节会活动，
更丰富了长沙人的生活。

6 月起至 9 月，4A 级旅游景区石燕湖将举
行“浪漫激情，泼水狂欢”2018 雨花区第二届石
燕湖泼水节，傣族少女盛装迎宾。

宁乡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拟 9 月开园，这
是一个有关中华文化的主题乐园，包含 11大室内
主题项目、33 大室外主题项目，它们或惊险刺激，

或梦幻美丽，或童趣十足。 乐园用高科技展现我国
传统文化，分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主题园、复兴之
路爱国主义主题园和明日中国主题园 3个部分。

10 月， 长沙市马戏节将在长沙生态动物园
内举行，你可以看到国内外著名马戏团带来的动
物模仿口技秀、狂欢舞蹈表演、杂技表演、动物
秀、骑马巡游、动物花车大巡游，近距离观察动
物，了解相关知识。

�眷恋之旅
河畔田园亲子乐，鹊桥引渡有缘人

呼朋引伴，带上家人，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长沙，开始一场爱意满满的旅行。

浏阳河畔的浏阳河婚庆园今年开园 5 周年，
青年“鹊桥”会将在这里举行，为寻爱的男女青年
营造“浏河之恋”的浪漫氛围。“飞吧！ 时光机”亲
子时光运动会，让“80 后”父母带孩子回到自己
的童年，下真人版超级飞行棋、跳房子、踢毽子、
丢沙包、拍画片……共谱甜蜜回忆。 亲子音乐集
市里，小朋友是主角。 他们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的
创意手工作品、 在草地音乐会上弹奏一首乐曲、
画 18 岁的妈妈、为妈妈化妆，给妈妈送一份充满
爱意的礼物。

8月荷香四溢时，岳麓区农趣谷景区将举办一
系列亲子活动，邀你“乡”遇美好，体验农趣无限。

岳麓山层林尽染，怀抱着无数辛亥先烈和一座千
年的岳麓书院。

湘江水从九嶷山而来，一路向北奔向洞庭，滋养
万千湘人。

橘子洲碧如翡翠，卧于湘江之上，伟人毛泽东在
此发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更珍贵的是，这山、这水、这洲都在城市中。 它们
构成了长沙独具魅力的“山水洲城”旅游框架。

建城史 2400 年，有名字的历史 3000 年，形成村
落的历史 7000 年，城址至今未变———长沙，是我国首
批历史文化名城。

大小街道联通城市，太平街、坡子街、文庙坪、白
果园、潮宗街、西园北里……一条条老街巷，承载着历
史，连接现在，通往未来，是见证新旧更替、人类文明
发展的历史信物，勾起人们追寻来处、畅想将来的思
索和情愫。

悠长的历史赋予长沙深刻的文化内涵， 让旅行
不只是感观刺激带来的短暂记忆， 而是留在心底的
悠长韵味。

但旧城老化衍生的诸多问题也随之而来。 历史步
履向前，如何处理新和旧的关系至关重要。

对此，长沙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以文化为魂推动
城市的有机更新，在旧城改造中突出“老长沙、新气
质”。 近年来，长沙旧城改造逐渐改变了以往“拆、改、
留”“大拆大建”的旧思路，转变为如今“留、改、拆”“微
改造”的新理念。 太平街、都正街、长沙首条历史步道
首发段西园北里的改造，都是理念转变的生动实践。

“长沙的山水洲城格局中，老城区才是‘城’的根脉
所在。 ”今年 3月 8日，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

在深入调研老城区有机更新工作时， 提出了明确的新
要求，要把“留”摆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改”和“拆”；要深
化规划，把设计方案精细到每条道路、每栋房子、每个
节点，保留老城区的肌理不变、街巷格局不变。

规划先行，守住底线，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放
在最重要的位置，有文化才有根，百姓的底气源自文
化的自信；回归城市功能的本质，突出宜居性，让老百
姓的居住环境清洁、便利，百姓的幸福感来自生活的
舒心。 百姓自信、舒心，城市才会生机勃勃。

文化丰富旅游的内涵， 旅游推动文化传播
发展。 保留自身的独特魅力，才是世界之大、城
市万千，人们眷恋和向往长沙的理由。

对于如何推动长沙文化旅游的发展，长
沙市副市长陈中有清晰的目标：“休闲是
长沙旅游转型升级的方向， 举办高品质的
节会是助推长沙建设世界旅游目的
地的手段。 ”

2018 长沙休闲旅游节从 5
月持续到 12 月，采取“1+N+1”
的模式，即 1 场开幕式、1 场
闭幕式、N 个覆盖全市的一
系列子活动，将为你带
来一场直至年底的
休闲旅游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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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长沙市旅游局提供）

太平街

坡子街

化龙池

都正街

西园北里

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