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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将再添一个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本报讯 记者从省旅发委

获悉，10 月 25 日， 经贵阳市乌

当区文体广电旅游局推荐，贵

阳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

员会组织评定，乌当羊昌·花画

小镇旅游景区达到国家 3A 级

旅游景区标准要求， 拟确定为

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据了解， 羊昌花画小镇位

于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 是一

个集观光、娱乐、文化体验、休

闲度假、 商务会议为一体的综

合性文化休闲旅游地。 景区划

分十二大功能区， 包括特色民

俗餐饮区、亲子秀贤游乐园、中

草药园区、农耕文化园、知青文

化园、精品花卉生产基地、创意

农特产品园等， 是市民周末休

闲或短期游玩的好去处。

据悉， 乌当羊昌·花画小

镇旅游景区拟确定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的公示期至 10 月

31 日。

（本报记者 游红）

黔西南州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举行

本报讯 10 月 22 日至 23

日， 第四届黔西南州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在普安县举行。 大会

紧紧围绕 “打造全域山地旅游

目的地” 目标，推动旅游基础设

施提质升级。

据了解， 本届大会不仅包

括黔西南州旅游扶贫推进工

作会议、 观摩普安县 “茶旅

+” 助推脱贫攻坚建设项目等

议程，还举办“普安红” 杯贵

州省健身瑜伽公开赛、2018 国

际山地自行车邀请赛、“普安

红” 杯第三届采茶制茶技能大

赛、“普安兔” 国际漫画大赛

（征集“普安兔” logo）等系

列活动。

黔西南州将通过每年举办

旅游发展大会，形成“举办一届

旅游发展大会， 打造一个旅游

精品，助推一地经济发展” 的有

效模式。

（本报记者 郭然 实习记

者 胡家林 文 / 图）

我省举办导游外语考试

考前公益培训

本报讯 随着我省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和出入境游客大量

的增长， 贵州市场对外语导游

需求不断增加， 需要为贵州省

出入境旅游增加、 储备优秀导

游人才。 10 月 25 日，省旅发委

在贵阳市举办“2018 年全国导

游资格外语考试（加试）考前

公益培训班” ，助力考生考出好

成绩。

据悉， 参加此次培训的考

生共有 150 人。 培训特邀请多

年担任导游现场考试的考官和

资深领队为考生现场授课。 课

堂上， 参训考生被老师生动的

讲解所吸引。“省旅委举办的考

前培训对我帮助很大。 通过培

训，基本了解面试流程，对答题

规范 、 答题技巧也有一定了

解。 ” 考生周英说。

据了解， 今年下半年的全

国导游资格考试将于 11 月中

旬举行。

（本报记者）

2018全国网络媒体贵州行大型采风活动启动———

浪漫秋冬季节

贵州风光无限

高原山地居多， 让贵州贵

阳多彩贵州， 是炎炎夏日的好

去处；然而，在“八山一水一分

田” 的贵州山地上，秋冬的玩

法也不失浪漫。

眼下， 走进贵阳花溪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看梧桐金黄，层

林尽染；安顺大山里雾雨濛濛，

龙宫溶洞依旧温润舒适； 六盘

水盘州草原辽远广阔， 妥乐古

银杏遍洒成金……此外， 还有

惊险刺激的滑雪运动、 康体养

生的温泉度假，浪漫秋冬季节，

贵州风光无限。

10 月 22 日，“多彩贵州·

浪漫秋冬” 2018 全国网络媒体

贵州行大型采风活动在贵阳启

动。 四天时间里，来自人民网、

华龙网、东方网、河北新闻网等

40 余家全国重点网络媒体，以

及中央驻黔、 省内主流媒体的

微博大 V、旅游达人，走进贵阳

花溪区、安顺西秀区、六盘水盘

州市的 10 余个景区，探秘贵州

独具特色的秋冬季旅游创新产

品。

花溪区是贵阳的一颗明珠。在此次

“浪漫秋冬” 采访活动中，花溪是采访

团采风的第一站。 据悉，花溪区现有国

家 级 5A 景 区———青 岩 古 镇 ；4A 景

区———天河潭景区、花溪区湿地公园景

区（孔学堂）。 作为第一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花溪区在国家、

省、市旅游部门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下， 全力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

作，全域旅游创建成效明显。

夏天的花溪，凉快的气候是招牌，

冬天的花溪，动人的景色是生态。 花溪

的“美” ，不如黄果树瀑布那般磅礴大

气， 也不如西江苗寨那么风情万种，却

让旅行者感觉到山水诗意自含情。

花溪有贵州省首个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也是西南地区首个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湿地

公园以花溪河为纽带， 涵盖十里河滩、

花溪公园、洛平至平桥观光农业带和大

成山景区。 园内河滩湿地皆有， 挺水、

沉水、浮水植物高矮交错，大自然之美

一览无遗。

离开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背倚

大将山、俯瞰花溪河的就是孔学堂。 孔

学堂占地 460 亩， 主要功能为学习、研

究、 教化、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

流学术成果，开辟国学讲堂。 孔学堂定

期开展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活动，深

受广大市民喜爱。

想感受花溪的浪漫， 不得不去黄金

大道看看。 灵秀的花溪河畔生长着整齐

的法国梧桐，每逢秋季，金色梧桐在河水

映衬下宛如黄金般迷人，眼见即是诗歌。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 这是陶渊明 《桃花源

记》里的话语。 作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山水相连的天河潭就有桃花源的韵

味。 山中有水，水中有洞，洞中有潭，天

河潭景区被誉为 “贵州山水盆景” ，洞

内如梦如幻、静水幽深，能真真切切感

受时间的存在。

第一站：贵阳花溪

花溪明珠 山水诗意自含情

寒冷的秋冬躺在温泉水中，感受水

花轻柔，享受慢节奏生活……走进盘州

刘官胜境温泉，采访团成员体验到暖意

融融的凉都“泡汤” 之旅。

刘官胜境温泉度假区位于盘州市

刘官街道办，不但是盘州市首个以“温

泉” 为主题的旅游项目，更是一个集温

泉度假、休闲养生、小镇观光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拥有“凉都第

一汤” 的美誉。

刘官胜境温泉地理位置优越，东进

贵阳、西出云南、北上川渝、南下两广

都极为便利。 就算从两千公里之外的

上海过来，也不过是“朝发夕至” 。

盘州胜境温泉是国家 3A 级旅游

景区，目前已完成投资 6.6 亿元。 2016

年 1 月，温泉综合体投入运营；2018 年

7 月，魔幻岛主题乐园盛大开业。 近年

来， 随着胜境温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

善，游客纷至沓来。 依托盘州凉爽的气

候优势，胜境温泉将热闹纷呈的魔幻岛

乐园和康体休闲的温泉综合体相结合，

打造了适合各年龄层的丰富业态。

与众不同的是，胜境温泉不仅有户

外泡池、室内泡池，还有四季可玩的陆

地乐园， 可以与水上乐园形成互补，补

足秋冬季节水上乐园闭园的短板，游客

可以体验亲子过山车、摩天轮、大摆锤、

碰碰车、6D 影院、海盗船等游乐项目。

据景区方面介绍，目前胜境温泉综

合体每日可接待游客 3500人，其中游乐

项目“魔幻岛” 一次接待量 5000人。 待

其他项目陆续建设完成后， 接待能力将

达 1.2万人次。

第三站：六盘水盘州

凉都泡汤 暖意融融越秋冬

来到安顺龙宫景区， 独具特色的

“布依族八音坐唱” 让采访团大饱耳

福。 “秋冬季走进贵州，观看传承延续

千百年的八音坐唱， 真可谓是乐曲悠

扬，余音绕梁。 ” 来自湖北的一名网络

媒体记者表示，下次会专程带家人来感

受安顺的民族风情。

龙宫“地下漓江、天上石林” 的溶

洞风景价值，在已知国内溶洞景点中独

树一帜，无数文人墨客在游览过后不吝

溢美之词。 诗人艾青称龙宫为“大自然

的大奇迹” 。 如今，龙宫景区已经成为

中国西部接待条件最成熟、景观最精华

的黄金旅游点。 但随着旅游业不断发

展，游客需求不断提高，龙宫景区也面

临着机遇和挑战———在季节性气候影

响下，贵州以溶洞观光为主的旅游市场

遇冷。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严峻的市

场形势下，龙宫景区着力从观光型景区

向休闲度假型景区转型，以溶洞观光旅

游为核心，以田园乡村为依托，通过挖

掘文化、打造业态不断丰富景区旅游内

涵和外延，力求实现景区旅游产品多样

化、旅游要素丰富化。

龙宫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很高兴

能够邀请来自全国各大主流媒体的旅

游主编、旅行家、旅拍师、国内旅游行

业掌门人等到龙宫采风， 这与景区近期

举办的“龙宫诗会”主题契合。“我们一

直在找寻自然风光之外的景区内涵，为

龙宫‘铸魂’ ，龙宫诗会正是这一内涵所

在。 诗歌是浪漫的，而文字具有魔力。 希

望大家在感受龙宫美景的同时， 能够享

受到诗意的浪漫。 ”该负责人说。

采访团成员表示，总是听闻龙宫之

“奇” ， 此行才真正领略到喀斯特地貌

的奇妙， 自然景观与田园气息相得益

彰，就是龙宫的魅力所在。

第二站：安顺龙宫

龙宫诗会 赞颂大自然奇迹

秋季的花溪河畔一片金黄。

图为普安合唱团队的合唱表演。

层林尽染的安顺龙宫。

胜境温泉水气蒸腾。

本报记者 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