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也不知她在益阳市北郊飘逸了多少
年。 原本叫七仙湖，因周围黄姓人口大量聚
居，改为“黄家湖”。

别看她静如处子， 却也横跨五个乡镇，
面积 11.67 平方公里，总蓄水量 8000 万立方
米，航道可直达江海，是湖南十大淡水湖之
一。 清澈的水质、茂盛的水草、广布的丘陵让
这里生态环境极佳，是富饶的“鱼米之乡”，
“天然氧吧”。

她很近。 距长沙 90 分钟车程，离益阳城
区仅 7.5 公里 ， 是长沙———张家界黄金旅
游线的重要节点。 但是当千龙湖、水府庙、柳
叶湖等度假区声名鹊起时， 她还在资水尾
闾，南洞庭之滨沉默着。

2006 年，随着“生态休闲旅游”的兴起，
她终于打破沉默， 成立起生态旅游度假区。
2012 年一亮相，华丽仿明清宫殿群、欧洲别
墅小镇、水上乐园……让人们如跌进童话世
界。 她再次改名，叫“皇家湖”。

皇家湖，让你从俗世中短暂抽离，在某一
个夜晚， 做着乡村的皇家梦， 又在某一个白
天，圆一回身在皇家，却自由自在的桃源梦。

华表、金水桥、福字楼
与“紫禁城”突然相遇

一下“益阳北”，清风中夹着油菜花香，
一丝丝穿过发梢。 向窗外望去，左边是山，几
天的雨给层层叠叠的山峰披上了云雾，飘逸
隐约；右边是水，蜿蜒在村庄和稻田间的河
流闪动着粼粼微波，柳条轻拂河水，一望无
垠的油菜花田包裹着小村庄，袅袅的炊烟不
知要飘去何方。

十几分钟后，驶过一条幽静狭长的小道
就到皇家湖了， 刚刚还是满眼的乡间野趣，
突然华表、旗杆、金水桥、城楼，与一座“紫禁
城”相遇，让你一阵目眩。 此时已近黄昏，夕
阳的余晖把一片金黄洒在城的上空。 跨过金
水桥，进得“迎福楼”的城门，富丽堂皇的“聚
福楼”矗立在眼前，火红的大圆柱撑着层层
金顶，高翘的檐角直指苍穹，飞檐上的两条
龙金鳞金甲，腾空欲飞。 一路舒缓的春光到
了这里弹了个变奏，一下子激荡起来。

从“聚福楼”向里纵深，享福楼、幸福楼、

福满楼、福寿楼和福林楼等 8 栋“福字楼”组
成“皇家园林”，楼与楼之间由回廊相连。 园
林内有假山、池塘、亭台、树木等景致。 没有
刻意的章法，这里几块玲珑的石头，那里种
些花草，一切都很随意，但无论站在哪个角
度都能成为一幅画。

过去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享有的一切如
今就在眼前。 在这里，你还能给未来的她一
个与众不同的中式婚礼。 骑着大马，一路吹
拉弹唱，用八台大轿热热闹闹地将新娘接到
“幸福楼”。 跨马鞍，挑喜帕，拜堂、敬茶、交杯
酒……古时“王子大婚”的场景一一还原。 或
者选择“英国皇室”的西式婚礼。 马车是必不
可少的， 可爱的花童牵着新娘洁白的婚纱，
新郎将新娘抱上马车共同巡游皇家湖。

天色渐渐暗去，彩灯亮起来了，勾勒出八
栋福字楼的轮廓，城里城外成了灯的海洋，光
的世界。白天安静的园林夜晚热闹起来了，各
种现代休闲项目让时空在这里交错。

钓鱼、骑行、水上滑板
水上欢歌自在行

夜晚繁华的一切随着太阳的升起，沉淀
出清晨难得的宁静。

薄雾还淡淡地笼罩着“皇宫”，琉璃瓦上
沾着几滴露珠， 缓缓流下与其余的混成一
体，炫出七彩的光。 沿着高高的红墙踏上绿
树葱茏的环湖林荫道，转过一道长廊，四周
变得“五彩斑斓”起来。 临湖而建的西班牙、
法国、意大利、土耳其等 15 栋风格各异的垂
钓别墅小巧精致， 房子被刷成五颜六色的，
几艘渔船随意地停在湖边。

游人不多，三三两两在游廊里静静享受
自然赐予的安详。 沿内湖绕一圈，一路上只
听到树叶的沙沙声。 偶尔看到带着孩子和狗
的游客，还有正在徒步的老人。

“一二三，追上他们！ ”堤岸上，一群春游
的学生正在骑双人、三人自行车。 岸边有游
客在钓鱼，守着长长的渔竿。

晨雾渐渐散开,嬉戏声渐多。 忽然，一个
人影乘着滑板从湖上飞了过去，引起骑车学
生们的惊呼。 原来这个是皇家湖的水上游乐
项目：水上滑板。内湖还有一片游乐场。摩天
轮、碰碰车、旋转木马、森林鬼屋可以带你回
到童年。

乘飞机、捉泥鳅、磨豆浆、赛龙舟
山光挹翠洞庭波

外湖是真正的皇家湖。 三万亩湖水一览
无余， 眼前没了阻碍， 直接看得到蓝天、白
云、山和对岸。 平日里看多了旖旎风光，突然
来到一个“素面朝天”的地儿，竟也惊艳。 坐
在“皇家湖乾隆号”游船上，吹着南洞庭的春
风，偶有几条鱼在水里“扑腾扑腾”，世界变
得很安静。

最让人兴奋的当然是水上飞机了。 尖尖
的脑袋，敞篷式，白色船体支起两只彩色的
“大翅膀”，一次可坐两人。 伴着一阵震耳欲

聋的轰鸣声，它缓缓地滑行在水面上，像把
剪刀一样剪开湖面，激起一片片水花，洒在
脸上，手臂上。 轰鸣声不断变大，突然，它腾
空而起……那一瞬间， 一阵强烈的错觉袭
来：心飞出去了。

升空了！ 翱翔在 100 多米的上空，风呼
啸而来。 一场空中视觉大片在眼前展现：脚
下的皇家湖像一块从天上抖落的翠玉 ，村
庄、民居、别墅群“镶嵌”在浓荫中，树丛中的
宫殿，露出琉璃瓦顶。 还有那些蔬菜田，葱葱
茏茏，像绿色丝绸铺在湖边。 偶有一两块油
菜田， 漫不经心地散落在菜田绿树之间，黄
灿灿的，越发显得春光明媚。

这里的水上飞机和豪华游艇还能实现
你的“空中婚礼”梦呢！ 新郎新娘乘坐飞机飞
上蓝天， 在皇家湖广阔的湖面上空遨游，向
着天空许下最真诚的誓言。 接着还可以坐马
车环游， 最后到豪华游艇开婚礼派对。 水、
陆、空三位一体，让你们的这一天永生难忘。

外湖旁边散落着几块两三亩的野生鱼
塘，可以捉泥鳅。 小孩子提着鱼篓，拿着烂瓷
钵，搬来一团泥狠狠砸下去筑起围堵泥鳅的
“大坝”，泥水四溅，每个人脸上都成了“大花
脸”。

鱼塘附近就有生态蔬菜庄园，庄园里还
有一个旧时的石磨。 “偷”完菜，亲自动手磨
出一碗味道鲜美的豆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
果。 而每年的端午前后，“龙舟竞渡”让这里
一片沸腾。 信号弹划过皇家湖上空，龙舟如
箭起航。 一时间，飞溅的浪花，奔驰的龙舟、
飘舞的龙旗，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呐喊声让
你热血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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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远离京城，却有一片“皇家园林”；

她离益阳城仅 7.5 公里，却“离尘不离城”；

她让你如置身“紫禁城”，却能听蛙噪鸟鸣，观田园水乡———

文/本报记者 王恺凝 实习生 萧单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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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益阳周末特色休闲旅游线路

推荐线路：长沙———“山乡巨变第一村”
———福源寺———皇家湖

推荐玩法： 周五从长沙出发到皇家湖，
途经“山乡巨变第一村”可留宿一晚；第二天
经过福源寺可留步去烧香拜佛，最后到达皇
家湖，在此度过“似梦非梦”的一晚。

推荐理由：“山乡巨变第一村”， 周立波
生活、创作的地方。 青山环绕，村子开阔、宁
静。 “两型景区”、“中国幸福村”、“中国特色
村”、“湖南省农村旅游示范点”、“中国绿色
村庄”、“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 等头衔
不是徒有虚名。 “青瓦，白墙、红窗、坡屋面”
的民居，与乔木、果树、花灌、竹篱、菜园融为
一体，和 70 亩观景荷塘相映成趣。当 88 盏太
阳节能灯点亮清溪的夜，你还能看到一场露
天电影， 民俗艺术广场搭建的戏台不是摆
设，大戏时常在这里开唱。 如今，这里还增添
了 “拓展训练” 基地，“信任背摔”、“高空断
桥”、“空中抓杠”等项目惊险刺激。

过完清溪的夜， 第二天出发去皇家湖，
一路青山绿水，村庄、油菜花田点缀其中，暖
暖春风伴着花香。 途中会经过会龙路上新落
成的寺庙福源寺。 四面环山，天王殿、韦驮
殿、南岳殿、财神殿、珈蓝殿、法堂、藏经楼等
一应俱全。 寺庙走廊里挂满了福字红灯笼，
山顶上的福林塔日夜注视着她。 可进去烧炷
香，抖落一路的风尘。

达人评分

线路魅力指数：★★★★☆
清溪村环境清幽，露天电影、戏台等让

你重温旧时光。 皇家湖自然生态得天独厚，
是“天然氧吧”，钓鱼、快艇、飞机、游艇、水
上滑板等游乐项目丰富。

交通方便快捷指数：★★★★☆
长沙到清溪 90 分钟路程， 全程高速。

清溪村到皇家湖 30 分钟路程，国家一级公
路相连，非常好走。

住宿干净卫生指数：★★★★☆
清溪村和皇家湖环境宜人。 在皇家湖

既可以选择住“皇家园林”，也可选择住欧
洲别墅。 特别是临湖别墅， 一整套才 600
元，非常划算。

就餐美味指数：★★★★☆
清溪村所有食物都是纯天然无污染。

皇家湖是 “中国淡水鱼都”， 盛产甲鱼、鲌
鱼、青鱼、草鱼、黄鸭叫、鲫鱼、鲶鱼、鳊鱼、
雄鱼、大闸蟹等众多种类的优质淡水鱼蟹，
极品全鱼宴、干锅甲鱼、香酥大闸蟹、香辣
小龙虾、美容鲫鱼汤、干烧鱼尾和清鲜银鱼
汤，风味独特。 湖洲上生长的野芹菜、野藜
蒿、芦笋和蓼米被誉为“贡品四珍”，是地地
道道的野生绿色食品。

购物指数：★★★☆☆
皇家湖内设有很大的购物中心，玉石、

翡翠、银饰、湖南特产应有尽有。

自驾。 从长沙出发，经岳麓大道
上“长张高速” “益阳东”出口下，沿
G319 行驶 7.9 公里后经 “桃花仓东
路”上“光明大道”，约 1 公里后到达
“山乡巨变第一村”，留宿一晚。

（时间：1.5 小时）

第二天从村口出发，正北方向行
驶进入“会龙路”，继续行驶 3 公里到
达“福源寺”，烧香拜佛后沿“会龙路”
行驶 600 米左转进入 G319———马良
南路，过“资阳农业大厦”90 米后进
入“马良北路”， 1.4 公里后经“资阳
路”上匝道，50 米后到达皇家湖。

（时间：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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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湖

水上飞机腾空而起。
资料图片

“皇家园林”好风光。 萧单丹 摄

漫步“紫禁城”。 萧单丹 摄

皇家湖上赛龙舟。 资料图片

皇家湖的夜。 萧单丹 摄

夕阳无限好。 资料图片

湖边，“骑”乐无穷。
萧单丹 摄

“山乡巨变第一村”春景。 萧单丹 摄

异
国
风
情
的
垂
钓
别
墅

资
料
图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