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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荆州 邂逅曲终人散的三国往事

(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闻听三国事，每欲到荆州”。一提起荆州，你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小说《三国演义》中刘

备借荆州、鲁肃讨荆州、吕蒙袭荆州、关羽失荆州那些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一百二十回《三国

演义》，就有七十二回的内容涉及荆州。千百年来，到荆州古城探询三国历史烟云陈迹的凭吊者

、访古者、探幽者络绎不绝。”

  荆州位于沃野千里、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腹地和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处，它是我国东西南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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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要冲，独特的区位优势，使荆州成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发达区域与大西北之

间最重要的枢纽。

  荆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三国文化集中地之一。荆州自古地灵人杰，素

有“唯楚有才”之誉。

 

  荆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荆州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文化旅游、生态旅游蔚为大观。荆州博物

馆被评为国家首批“4A”博物馆。“新、绿、美”的水乡园林城市风光、“高、大、特”的现代

建筑群与历史文化名城风韵交相辉映，使古城荆州焕发出新的光彩。

  旅行时间

  荆州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年平均气温位于16℃左右，因此出游时间宜选在每年的春秋两季，

以每年的“五一黄金周”为最佳，此时荆州举办的“荆州国际龙舟节”，以此来纪念著名爱国诗

人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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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荆州最棒体验

   

1、登荆州古城 体味那一缕怀古幽情

  每一个来到荆州古城，带着天真臆想，想在今天荆州这艘时代之舟上去寻找中世纪的刻度的人

都不会失望。来到荆州，登城墙，那是必须的，也许你也幻想着去生发一缕怀古幽情，荆州古城

不可谓不大，如此完整，如此周长的这座城池，在偌大的中国，可能除了西安，除了平遥，除了

寿春，荆州，再也没有对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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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登上荆州古城，你会觉得，周遭的一切早已让这个寂寞的城池成为穿越时空的巨大古董，楚国的

金戈铁马，刘关的把酒临风竟然在不经意间穿透天边那薄薄的云层，斑驳的木质栏杆和剥落的屋

顶彩绘分明提醒着它的古老，楼内耸立着四位古人的塑像，一打听，原来是刘备、关羽、张飞、

赵云和诸葛亮，荆州英杰辈出，又何止这四个人物呢？登高望远古老的城墙，要再配上一曲离骚

，吟上几句楚辞，便会让你觉得自己就置身于历史的千百年中，经历着荆州城古老与沧桑 

   

2、游荆州博物馆 重温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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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荆州古城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荆州城内及其城周附近，有着众多的古迹名胜。大禹治水的息

壤，雄楚立国的故都，三国纷争的遗迹，历代名人的胜踪⋯⋯似繁星点点，数不胜数。荆州博物

馆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最有分量的古迹之一。

    荆州博物馆是很值得荆州人骄傲的，你很难想象，相对于其貌不扬的外观，它的馆藏绝对

令你刮目，凡是对楚文化感兴趣的人都应该一睹为快，曾经与希腊文明并驾齐驱的楚文化的博大

精深令人叹为观止，只是，一旦离开这个宝藏云集的所在，你却无法寻找楚文化的影子。凡是到

荆州的人，都会面临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选择的困惑，一如你沉浸在登楼怀古的情愫一旦与城

下的车水马龙遭遇，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3、拜谒荆州关公馆 寻觅勇而有义披肝沥胆的侠骨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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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留心观察，我们不难发现，在荆州街头林林总总的商店、餐馆里，各式关公像前总是香火缭绕

，在很多商人的眼里，关公就是财神的化身。如果你是商界中的一员，那么你一定要来荆州关公

馆拜一拜。这个拥有三国故事和忠良道义的关公馆，从里到外都透着源源流长的古文化气息。你

可以漠视这座城市现代经济的颓败，但心里绝对放不下对这里历史和文化的深深依恋，似有回归

故土的感觉，这是文化与心灵的归属感。怀着这样的心情，你也一定要去荆州的关公庙看看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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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了2000多年的三国文化。

   

4、览张居正纪念馆 重温历史长卷

(图片由网友 @哎幼喂  提供)

张居正故居最大的看点当属万历皇帝手书的“纯忠”、“捧日”、“元辅”、“良臣”八个足以

感动天下臣子的至高评语，然而张居正生前断断不会想到，自己对之鞠躬尽瘁的人主，竟然会如

此翻云覆雨，判若冰火。我久久地看着这八个字，不由得想起“亢龙有悔”这个成语，与其把张

居正作为顶礼膜拜的一代英杰，远不如将之作为领导学、改革学和教育学的典型个案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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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这位聪明绝顶的千古名相与荆州的城市性格和人文精神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呢？这是一个

沉重的千古难题。

临深履薄匡危世，

生前隆誉身后空。

应悔伴君成伴虎，

何如江陵一放翁。

  小编在此特配一首小诗，仅此表示对这位荆楚英杰的纪念。张居正，荆州的风月或许已经与你

无关。对你的叩拜，沾一点你作为江陵神童的贵气、灵气，你可以改变神州的暮气，却无发革新

故乡的惰气，我不知道，倘若这位江陵神童九泉有知，究竟是会沉浸于沧海桑田的变幻，还是会

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

 

   

5、闲步辽王墓景区 感受一份历史的沧桑与沉重

荆州有一座辽王墓，不去是不行的，湖北的明代藩王墓位列全国之先，有关部门甚至计划兴建明

代藩王纪念馆，更何况，辽王墓是中国南方开掘的明王墓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座，然而，意想不到

的是，辽王墓竟是如此偏远，车行在崎岖的乡村小道上，遥望近在眼前的荆州市区，恍如隔世。

辽王又称简王，其墓实在简得可以，用荒山野冢形容毫不为过，墓园并不小，但核心景区不过200

平米，墓内阴森潮湿，蝙蝠扑腾着翅膀骄傲地鸣叫，提醒作为主人的凛然不可侵犯。不过值得称

道的是，你可以用手触摸镌刻着“明洪武”字样的五百年前的碑刻，恍如进入了幽深的历史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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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贪心  提供)

或许是游人太少，墓区守门的老汉干脆呼呼大睡，反倒让我觉得自己这个不速之客扰了他的好梦

，沉睡五百年的简王，如果就这样兀然地与懵懂的今人对话，倒不如让他安静的回归到历史，自

在地沉睡在这龙脉俨然的八岭山更好吧。

   

6、倾听荆州花鼓戏 感受浓郁悠扬的地方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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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由网友 @小贪心  提供)

 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有人说“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

”， 荆州花鼓戏作为一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

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一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

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荆州人民大胆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

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一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走在

荆州街头，无论男女老幼走路、劳作，都会不时哼唱花鼓调，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

衷喜爱。 

   

7、闹关帝庙会 融入流光溢彩的荆州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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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荆州人敬仰关公，已成了千年不变的习俗，为此每年正月正月和农历5月13，关帝庙都要举行

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

腾得红红火火。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就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

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

   

8、独木龙舟竞风流 龙舟节风情“特”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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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荆州是中国龙舟文化的发源地，在激动人心的龙舟节这天，人们会早早起床，各自准备好器材

，按计划前往一段崎岖的山路，渡过激流的河水，在河边你会看到一条条龙舟，荆州龙舟中间一

根木为主船，约20多米长，两边的为子船，约10多米长，它们均由三根粗大、完整的杉树挖成槽

形的独木舟并排捆扎而成。龙头约4米长，龙头上雕有角、耳、鼻、眼、腮、胡须。颈背刻龙鳞，

施以金、红、黄、绿、白各种颜色，龙眼部嵌入小玻璃片，犹如真龙闪闪发光，可谓栩栩如生。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龙头两边安上了一对弯弯的大牛角，左右两只角上分别写有“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在这意象不到的热闹非凡，和各种面孔外加爆炸力的咆哮中，感受中国文化传统和历

史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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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荆州市景点

  荆州市国土面积1.41万平方公里，下辖荆州、沙市两区，江陵、公安、监利三县和松滋、石首

、洪湖三市。

   

1、荆州区

1.荆州江陵碑苑

江陵碑苑由台北市江陵同乡会赞助兴建，坐落在古城东门与新东门之间的城垣内侧，占地６００

０余平方米，落成于１９９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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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江陵碑苑为仿古建筑群，由前厅、东西厢、碑堂、碑廊、碑亭、楚天楼、过厅、小花园等１８

座建筑物组成，气势雄浑，朴实典雅，是古城东门景区重要的文化游览新景点。 江陵碑苑是我国

南方第一座园林式碑林。苑内汇集古今中外著名书法艺术大师的书法篆刻名作碑刻３００余帧。

碑堂内为世纪伟人毛泽东、孙中山的墨宝。碑亭四座依次展示共和国元勋周恩来、叶剑英，国民

党元老于右任，明代荆州籍历史名相张居正的书法手迹。碑苑长廊陈展着郭沫若、赵朴初等众多

当代享誉海内外的名家名作、我国历代著名书家流派的碑帖作品以及港、澳、台地区和美国、日

本、新加坡等海外名家名作。碑苑字体真、草、隶、篆俱全，艺术风格流派纷呈，是书法爱好者

学习、鉴赏的神圣殿堂和怡情养性的精神乐园。

门票：免费

电话：0716-8467287

公交：市内1、16、18、20路公交车

2.凤凰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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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州古城东门护城河外的凤凰广场占地１２万平方米，是湖北省目前最大的城市休闲游乐广常

广场中央有一处醒目的标志性建筑，这就是荆州城城标━金凤腾飞。 

(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城标主体为一耀眼的金凤在光焰万丈的朝阳之上欲展翅腾飞的壮美造型。荆州是楚人的故土，楚

人崇凤，视凤为至尊、至善、至美的神鸟，惯以凤鸟为图腾。荆州古城以金凤腾飞为城标，既鲜

明生动地体现了楚地先民们尊凤崇火的历史渊源，又突出展示了如今古城人民意气风发、拼搏腾

飞的精神风貌。凤凰广场以古城墙、古城楼、古护城河为大背景，以展示楚文化为主题，依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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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思独到精妙，绿化小区与硬覆盖错落有致，气势恢宏，特色独具，使古老的荆州城又平添

了一处清纯靓丽的新景观。

门票：免费

3.荆州博物馆

  荆州博物馆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荆州城内，是一座融陈列展览、宣传教育、文物收藏与保护

、考古发掘与研究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地方性综合博物馆。始建于1958年，该馆以其优美的环境

、丰富的馆藏文物和独具地域特色的文物珍品陈列，以及考古研究的丰硕成果而享誉海内外。现

在的荆州博物馆分为陈列大楼、楚乐宫和旅游商店、珍品馆，以及古开元观四大部分，主体建筑

为陈列大楼和珍品馆。

  荆州博物馆现有藏品12万余件，其中属国家一级文物和稀世珍品的有200多件，陈列大楼中的展

览共有四组，分别是“江汉平原原始文化展”、“江汉平原楚汉文化展”、“传世文物精品展”

、“荆州出土简牍文字展”，在珍品馆中则有“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展”、“古代漆器精品展”

、“楚汉织绣品展”等三组展览，展览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共展出各种珍贵文物3000余件。

门票：免费

电话:0716-8494808 

公共交通：公交车14路、19路、21路、33路、101路西门下车。

网址：http://www.jzbwg.com/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中路134号 

4.荆州古城

  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城，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里有保存较完好的荆州古城墙，城内东

西直径3.75公里，南北直径1.2公里，面积4.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10.5公里，高8.83米，共六座城门

，每座城门上均建有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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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贪心  提供)

  荆州古城分为三层，外边是水城，中间是砖城，里面是土城。据说当年为防止城基下陷，洪水

泛城，右城脚条石缝中浇灌糯米浆，因而城墙特别坚固。现耸立在人们眼前的雄伟砖城，为明清

两代所修造。砖城逶迤挺拔、完整而又坚固，是我国府城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垣。荆州古城积

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荆州城内及其城周附近，有着众多的古迹名胜。大禹治水的息壤，雄楚立

国的故都，三国纷争的遗迹，历代名人的胜踪⋯⋯似繁星点点，数不胜数。

门票价格:50元

交通：乘18路，16路公共汽车可到东门、新北门，乘坐15路公共汽车可到东门、新南门

电话:0716-846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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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铁女寺

  铁女士位于古城内江陵中学西侧一小巷深处，始建于唐贞观年间。据传该寺的修建与一段辛酸

感人的传说有关。相传唐代荆州有位分管冶铁的官史孙坤，家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儿，其上

司垂涎甚久，欲霸为妾。孙铁官及二女不从，于是其上司恼羞成怒，借故加罪于孙铁官，使其锒

铛入狱。二女闻之，心胆欲裂，愤起为父鸣冤，怎奈官官相护，申告无门。只有以死相抗争，双

双投冶铁炉而死，并化为两尊血肉模糊的铁女。此事震动朝野，感化帝王，孙铁官终于无罪获释

。众乡亲怜恤二女舍身救父的义举，遂自愿筹资修建了铁女寺。对此，明代辽王朱植藩封荆州时

所撰《铁女寺碑记》有详细记述。铁女寺现有山门、韦陀殿、大雄宝殿等建筑。山门内赫然兀立

有２米多高的大石碑，正面为一巨大“佛”字，背面就是朱植的《铁女寺碑记》。二铁女置于大

雄宝殿内，分别高９０厘米，１３７厘米，其形态模糊，如坐似立，与美丽的传说交相呼应，令

人遐想。铁女寺规模虽算不上宏大，但其特有的来龙去脉和古建胜迹却使其魅力独具，香火、游

人不断。当代著名诗人李季畅游铁女寺后就以此为题材，创作出了逝前的最后一部诗作绝唱《荆

江铁女》。

门票：5元

开放时间：9：00－17：00

   

2、洪湖市

1.蓝田生态旅游风景区

  蓝田生态旅游风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位于湖北荆州市洪湖瞿家湾镇。风景区陆路四通八达，距宜黄高速公路58公里，东接武汉，

距武汉市170公里，西挽荆州。洪湖蓝田旅游风景区是以洪湖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为依托的风景区

，具有古（明清文化）、老（革命老区）、水（水乡特色）、新（全国农业产业化示范区）等特

点，属湖泊型自然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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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贪心  提供)

  洪湖是世界上迄今少有的未被污染的淡水湖泊，有着自然纯朴的原始生态美。20世纪90年代，

洪湖蓝田水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依托洪湖丰富的水生资源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同时，大力兴办生态

农业旅游，在洪湖的西北角建造了一个占1.2万多亩的生态园。于1998年开园。生态园区碧水似镜

，鹤鸥翔集，游鱼腾浪；莲湖红荷灼灼、白荷皎皎、粉荷盈盈；莲花源似海市蜃楼。

门票：90元/人

网站：http://www.tltly.com

2.瞿家湾

  瞿家湾镇地处洪湖市西部，西接监利柳关，南倚百里洪湖，北枕洪排大河，东临沙口新场，三

横两纵的自然水系，将整个镇域划分为功能各异的不同小区，突显水乡新镇的特色风貌。瞿家湾

是一块红色的土地，革命的火种曾经在这里保存和燃烧，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老一辈革命先

烈曾在这里浴血战斗过，昔日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就坐落在这里一条饱经沧桑的老街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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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老街也早已列入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现存有革命旧遗址39处，成为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湖北省国防教育基地。

(图片由网友 @旧巴黎 提供)

  湖光水色、海市蜃楼的壮观，以明清一条街为核心的古建筑群飘逸着古色古香的民俗风韵⋯⋯

整个瞿家湾之内，街道宽阔，高楼林立，红花锦簇，绿树成荫，一入夜，万灯齐明，霓虹闪烁，

使整个瞿家湾似一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洪湖之滨。尽显现代都市之风貌。

门票：15元

公交：可从武汉（在汉口金家墩客运站、武昌付家坡客运站乘坐，在峰口镇下，然后转乘前往瞿

家湾的中巴即可，约需3小时，35元）、荆州（在荆州长途客运站乘车，在峰口镇下，然后转乘前

往瞿家湾的中巴即可，约需4小时，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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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监利县 

华容故道

  在监利县城西南12公里。即曹桥至毛家口的一条湖区小路，长7.5公里。监利古称华容，原县城

位于今县城北30公里。《资治通鉴》注：“从此道可至华容县也”，故名。据载：东汉建安十三

年（208年），曹操兵败赤壁走此，遇泥陷，急令军士负草填之，赢者饥乏倒地，多被人马践踏而

死。强行间，又被关羽堵截，后被放行，因有“关云长义释曹操”故事传闻，并有诗云：“曹瞒

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现在古道旁，阡陌纵横，

公路交错，城镇与水乡连在一起，一改昔日崎岖荒凉面貌。

门票价格：免费；

开放时间：全天。

   

4、沙城市

1.沙市市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位于荆州市城区沙市区中心地带。全园面积74.62万平方米，是江汉平原上第一大公园

，距今七十年的历史。也是全国40余所中山公园之一。1965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董必

武在沙市视察时，为中山公园重新题写了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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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小贪心 提供)

  中山公园始建于民国22年（1933年），民国24年（1935年）建成时，占地仅270亩，园内有中山

纪念堂、总理纪念碑、市政亭、浮碧仙馆、餐英精舍、太岳堂、武候祠等18处景点。现保存中正

亭、锄云阁、春秋阁、孙叔敖古墓、卧虹桥、南大门等景点。改革开放后相继建有孙中山先生铜

像和缅怀孙中山伟绩的中山纪念亭。 

  中山公园的花卉生产有悠久的历史，是荆州市花卉种植、科研、生产的基地之一。 每年生产各

种花卉数十万盆。同时对园林工程建设的设计、施工有着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能力。长年为机关、

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提供园林布置、园林建筑、园林雕塑、园林小品的设计、施工及花卉租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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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

交通：沙市红门路公交站台坐101、103、18路可以到中山公园

2.章华寺 

  章华寺座落在市区东北隅之太师渊（原属江陵县），其地名豫章台，相传为楚国遗址，亦有谓

此名章华台，此寺由此得名。据记载，章台寺始建于元泰定年间，明建文帝曾游此寺并吟曰：“

楚歌赵舞今何在？唯见寒鸦绕树啼”。清道光时期（1821年），因禅堂窄小，寺僧拓地增舍，竭

力经营，终致庙貌巍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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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哎幼喂  提供)

  相传章华寺是在章华台的遗址上修建的，章华台，又称章华宫，是楚灵王六年（公元前535年

）修建的离宫。楚灵王特别喜欢细腰女子在宫内轻歌曼舞，不少宫女为求媚于王，少食忍饿，以

求细腰，章华宫又有“细腰宫”之称。后章华宫毁于兵乱，在章华台遗址上，元代修建章华寺，

清代又重修。寺庙坐东朝西，面积8790 平方米。庙宇建筑宏伟，装饰典雅，殿堂井然有序，佛像

栩栩如生。一进山门，绕过荷共池，见天王殿、韦驮殿、大雄宝殿、藏经楼、方丈堂等主体建筑

。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寺院绿树环绕，分外幽静。寺内藏有清代皇室御赐《藏经》，及许多

宫廷珍品，还有缅甸国王敬赠的两尊玉佛。寺院建有民国以来历年高僧墓塔，供奉6位法师灵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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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有全国第一古梅--楚梅、沉香古井、唐代银杏树等古迹。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

章华寺高僧净月被清廷封为四品大僧正和钦命方丈，管辖荆州、宜昌、恩施、郧阳等地所有寺庙

。从此，章华寺成为长江流域最有影响的寺庙之一。

门票：3元

3.万寿宝塔

(图片由网友 @哎幼喂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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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沙市市区西南之荆江大堤象鼻矶上，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塔于明嘉靖二十七年（

公元1548年）动工，嘉靖三十年建成。为当年袭爵于江陵的辽王朱宪尊其母毛太妃之命为嘉靖皇

帝祀寿而建，其后,间有修葺。此塔为楼阁式塔，砖石结构，八角七级，高40余米，下设高大石座

，座上嵌扛塔力士，顶施葫芦形铜鎏金塔刹，内藏毛太妃手抄《金刚经》。檐下砖雕仿木额，枋

、斗拱做工朴实大方。塔身外壁嵌有94龛汉白玉雕佛像，造型庄重，神韵生动。内壁也有许多汉

白玉雕佛像，还有901块花砖和文字砖，分别刻有汉文、满文和藏文，为各地所敬献。每层都有塔

门。底层塔门上置一石匾，楷书“万寿宝塔”四字。第四层塔室内有一块“辽王宪鼎建万寿宝塔

记”碑，字迹斑驳，是研究塔的宫建历史的珍贵资料。塔内设螺旋式石梯，一至五层为壁边折上

，第六层为室内折上。沿石梯攀上顶层，仰见薄云片片，萦绕塔顶，俯见大江茫茫，浪奔涛涌。

门票：免费

公交：15、17、37、38、50路公交车

4.文星楼

  文星楼始建于康熙年间，位于荆江大堤内侧。清代中期，迁建于现址。清同治三年（公元１８

６４年）重建。文星楼为亭阁式建筑，砖木结构，高约１５米，楼四周成正方形，边长约１０米

，阁门上刻“文星楼”三字，楼后有“同治甲子年夏季月重立”的题刻，楼下正殿有奎星神像。

整座建筑精巧玲珑风格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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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哎幼喂  提供)

  文星楼是科举时代莘莘学子们祈求神灵保举和如愿之后叩谢神恩的场所。传说上天主宰文道的

星宿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旧时读书人为求科举仕途顺畅亨通，每年春秋两季应考之前，必来

此虔诚拜谒奎星，祈求保佑；有幸及第者，亦必再来叩奎星的在天之灵。

  荆州文星楼为亭阁式建筑，砖木结构，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10米，高约15米。门额上石刻“

文星楼”三字，楼后刻有“同治甲子年夏季月重立”字样。楼下正殿有奎星神像，栩栩如生，整

座建筑，精巧别致，玲珑可爱。

门票：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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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陵县

八岭山国家森林公园

   八岭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湖北省江汉平原中部、历史文化名城湖北省荆州江陵县内，建于19

92年，面积666.67公顷。 八岭山上古木参天，花草缤纷，四季鸟语花香。名胜古迹甚多，人文景

观极为丰富，地下埋藏的历史文物全国罕见，堪称我国的一座“地下文物宝库”、“地下书库”

、“地下博物馆”。八岭山的自然景观优美旖旎，“八岭松云”是江陵著名的“八景”之一。

门票价格：20元

电话：0716-4124260

开放时间9：00－18：00

交通：从荆州坐车到江陵即可

   

6、松滋市

滨湖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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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瑾色残年  提供)

  滨湖公园位于洈水风景区腹地清神路和水上线路的交汇处，由台胞韩玉先生独资兴建，该公园

耗资近1000万元，占地面积20余亩，东沿与“桃花岛”一衣带水，直线距离仅800米，南边是繁华

的洈水景区上游码头，西与珍珠仙女井相连，北面是新神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滨湖公

园内怪石嶙峋，林木蓊郁，“百兽山”、“仙人洞”等点缀其间，植物公园春之桃花，夏之荷花

，秋之枫叶，冬之芍药随四时交替竟相争妍，美不胜收。“儿童娱乐城”集现代高科技的高档次

休闲娱乐设备于一体，是广大游客名符其实的游园。漫步由名贵树排列的8米宽林荫主道，听涛声

阵阵，闻岛语花香，不觉便进入园内精妙处——“情侣峪”，该峪幽深僻静，冬暖夏凉，峪内服

务周到，“吃、注行、游、购、娱”应有尽有，置身此峪，如入五里雾中。花园内景点名称由灌

木有机镶嵌而成，每个字约25平方米，寒暑易节，七色辉映，耀眼夺目。

门票：免费

交通：市内乘1、2、10、16路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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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荆州交通

   

1、航空

  荆州沙市机场现已开通北京、广州、上海、深圳、厦门等航线15条。除此之外，游客可以坐飞

机到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每天有两班直达荆州的大巴，分别是下午14：30 和

18：30，在天河机场下机后，不要离开机场 ，在六号航站楼就可以看见到荆州、沙市的大巴，可

以根据自己的航班时间掌握坐大巴时间。大巴价格为100元一人。

   

2、铁路

目前荆州还没有通火车。要的来荆州，可以坐火车到宜昌、荆门或者武汉。然后再转车。

   

3、公路

  在荆州市境内有318国道、207国道和宜黄高速公路三条公路干线、14条省级公路以及多条县乡

公路，形成了荆州市的公路交通网络，通车里程近一万公里。客运站主要有荆州区的江陵中心车

站、荆州长途车站和沙市区的大桥客运站、沙市长途客运站等。

  江陵中心车站订票电话：0716-8466162（荆州区荆南路35号）

  荆州长途车站订票电话：0716-8466337、8466061（荆州区荆南路15号）

  大桥客运站订票电话：0716-8252666、8253797（沙市区南湖路19号）

  沙市长途车站订票电话：0716-8213785（沙市区公园路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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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内交通

1.公共交通： 

荆州公交的线路在省内的地级市来说是很多了，公交线路也不少，其中包括101路 4路 23路 24路

103路 14路 12路 19路 7路 29路 31路 27路 33路 51路 1路等。荆州市内现有公交车运营线路二十多条

，票价有伍角一票制、壹元一票制和伍角起价全程一元三种情况。

2.出租车：

出租车出租车起步价3元/1公里，4元/2公里、5元/3公里，超过3公里的每公里租价1.20元，还要加

收0.5元的燃油附加费。

3.水运： 

近几年来，荆州市的水上运输发展迅猛，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以及盐卡新港的投入使用，荆州市

现在已经成为长江上仅次于重庆和武汉的长江航运港口，荆州市的水路客运由荆州港客旅游总公

司一家代理，荆州港客旅游总司下有五个码头泊位，可提供各种类型的班轮。

  荆州港客运旅游总公司：0716-8213225（沙市区临江路21号港口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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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荆州美食

  荆州属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民间饮食文化也源远流长，形成了其独特的地方特色。

   

1、特色美食

1.鱼糕

  鱼糕是荆州一带特有的风味，以吃鱼不见鱼，鱼含肉味，肉有鱼香，清香滑嫩，入口即溶被人

称道。相传清朝乾隆帝称其：“吃鱼不见鱼。”的美誉。、

2.八宝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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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为清末慈禧太后御厨萧代所创制。萧代流落荆州城，被“聚珍园”老板留用传授技艺，从

此，八宝饭便成为荆州的名肴而名播四方。八宝饭主要原料是糯米、红枣、莲子、苡仁米、桂圆

肉、蜜冬瓜条、蜜樱桃、桂花糖等。先蒸制成坯，再加白糖、猪油散烩而成。色泽光亮，油而不

腻，甜而不厌，素有“浅盏小勺细品尝，离席数时回味长”的美誉。

3.荆沙甲鱼

  咸鲜浓醇、滑嫩爽口 营养价值：野生鳖肉中，含有多种特殊长寿因子和活性免疫物质，可增强

人体免疫力，防癌抗癌，滋阴壮阳等食疗功效，被人们称为大补元气的滋补营养佳品。

4.纸面锅块

  它源于明、清时期，味道酥香，且有嚼劲。如今，这种小吃渐渐匿迹。

5.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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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粽子起源的考究，最早现于南朝梁文学家吴钧的《续齐偕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

人哀之,遂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在荆州，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更是充满了对屈原的祭祀文化

。可见，荆州在粽子产业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和可塑性，可惜，地方政府的城市营销观

念还不强，也缺乏对传统资源包括饮食文化的扶持和有效开发，以至于中国的粽子产业化没有出

现在荆州，而浙江的嘉兴粽子却做到了全国有名。

6.龙凤配

是荆州地区的传统名菜,荆州四大名肴之一。以大黄鳝做成飞腾的龙形,而用仔鸡制成凤状,依于龙

                                               37 / 49



�������

荆州：三国故城
旁,翩翩起舞,有如龙飞凤舞。

7.冬瓜鳖裙羹

是荆州传统名菜,焖煮清炖而成,味道鲜美,且鳖的营养价值极高,有强身补肾之功效。

8.千张扣肉

此菜以肥瘦兼有的五花猪肉为原料，经煮炸，上红糖色，切成薄片，以碗扣住蒸熟，由于肉片薄

如纸，形如梭片。

9.女人街麻辣烫

女人街麻辣烫: 麻辣烫就是一锅乱炖，由N种菜组合而成，你点一些菜，再拿到一个大锅里煮一煮

，就成了吃了这顿还想吃下一顿的麻辣烫，别看它做成这么简朴，可吃起来的味道就不简单了，

很辣，但可不能光说它辣，可谓是辣中带甜，甜中带辣，辣得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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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食推荐地

1.开味酒楼

  开味酒楼是一家经营26年的传统老店，本店是集商务、住宿、餐饮、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酒店

。其中，本店独具特色的天门蒸菜及本地特色风味深受食者喜爱。

  酒店内可一次接纳40桌中小型宴席，并设有大、中、小棋牌室包间。

  地址：沙市区园林北路99号

  订座电话：0716--8102777；0716—8102799

2.金草帽

  位于便河广场西侧的金草帽韩国烧烤，将延续几百年的炭火烤肉食法改革为不受“烟熏火燎”

的新食法，特别适合夏季炎热的南方，蘸汁及酱料采用上乘的滋补调味品，牛羊肉精选自拥有雄

厚技术和实力的养殖屠宰加工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整个加工过程严格按照国际HACCP体系

要求进行DUN排酸及速冻保鲜，全程封闭灭菌，肉品具有鲜嫩香浓适口、回味悠长、外吃不腻的

特点。

  地址：沙市区便河广场西侧

  订餐电话：13886567495

3.憨鸭菜馆

  憨鸭又称火鸭，其形如大鸟，可飞可跑，体重可达10斤左右，瘦肉型，其肉质坚实，口感似野

味，属凉性滋补菜肴，营养丰富，长期食用可补精气、安神、抗衰老、延年益寿、老少皆宜。

  招牌菜：憨鸭花菇火锅，茶香手撕憨鸭，湘西雷打鸭

  特色菜：秘制串烧虾，番茄鱼火锅，一蛇三吃

  地址：沙市区江汉北路与滨湖路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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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座电话：0716—8562558

4.荃凤酒楼

  荆州城新南门外荃凤酒楼是一家经营10多年的传统老店。野生雄鱼头、瓦罐鸡汤、莲藕汤、汽

水肉等独具特色，深受食客喜爱。本酒店内一次可接纳40桌中小型宴席，并设有大、中、小棋牌

室包间，可供顾客朋友聚餐娱乐。

  地址：荆州区新南门外郢都路91号

  订餐电话：0716--8014937

5.木天河农庄

  远离闹市的休闲式四合院农庄、绿色环保的食材让您体验农家生活的纯朴，热诚的农家式特色

服务让您倍感亲切，犹如置身于山村野店，那惬意那自在，唯有身临其中才感慨神仙也不过如此

罢了。

  地址：沙市区红星北路飞机场宿舍

  订餐电话：0716--831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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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荆州特产

1.甜酸独蒜

  它是一种野生大葱，但是后来经过当地人的种植培育，逐渐成为规模，最后成为了当地的特产

，这种蒜很是溜圆，乳白色的，看上去晶莹透亮，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所以爷爷奶奶很喜欢吃

。其原料是一种不分瓣的野生大蒜，后来菜农引种，成为荆州地区特产。用它腌制的甜酸独蒜，

颗粒溜圆，乳白晶亮，酸甜香脆，是开胃健胃、增加食欲的佳肴。还有预防肠道感染及皮肤病的

作用。

2. 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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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水果非常的特别，头一年的秋天开花结果，只有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份的时候才会看到成熟的

果实，果实很好看，颜色是金黄的，颜色是金黄的略带一些酸味，据说这种果子可以入中药，所

以不光是好吃，而且还是保健食品。枇杷是一种多年生的常绿乔木，头年秋天开花结果，次年五

月果实成熟，果实呈球形、金黄色，味甜而略带酸味，每果有一至三个核，叶和果都可入制中药

，是江陵的特产之一。1986年定为江陵的城树，许多民居的前后院落，都栽种枇杷，故有“枇杷

之乡”的美称。

3. 洪湖羽毛扇

  在炎热的夏天，如果你拥有一把扇子该多好的啊，这种扇子不光是好看，形状各异，而且也很

实用，所以让我们一家人都爱不释手。它本身就是很好携带，而且扇子上面的东西也是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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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爱好来买，山水花魁、动植物类、还有书法类，真是又精致有不错的。

4. 鱼糕和鱼丸   

  鱼糕和鱼丸，在外地可能不算稀罕，但在湖北荆州就不然了。历史名城荆州早就有 “无鱼糕不

成席”的民俗。大凡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当地的盛宴上，总要吃鱼糕和鱼丸，才显得郑重其事

，你说怪也不怪？ 世代相传的“荆州鱼糕”是用白色鱼肉制作的，它洁白晶莹、鲜香无比，很

有楚地风味。后人还用红色鱼肉炸鱼丸子，和鸡肉、猪腰子、猪肚烩菜，成为荆州宴席名肴。盛

筵之上，白色鱼糕和红色鱼丸交相辉映，特别引人注目，激发人的食欲。要是能品尝一次荆州鱼

糕和鱼丸，一定会使你终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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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荆州住宿

1. 荆州宾馆

  推荐理由：位于古城繁华地段，园林绿化，草木葱郁，花香四季，环境幽雅。馆内庭内庭院式

建筑与现代化高楼交相辉映，欧美风格与古楚韵味浑然一体，展现了威信文化和中西方文明的完

美结合。 

  酒店地址：荆州荆州区迎宾路8号

  商业区域：市区

  均价：300元

2. 荆州天缘风情宾馆

  推荐理由：位于荆州市荆州区武德路与荆沙路交汇处，邻近东门风景区，周边交通便捷。宾馆

以绿色、环保、时尚、温馨为装修风格，集“住宿、棋牌、商务”为一体。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沙路与武德路交叉处

  均价：80元

3. 荆州金凤凰宾馆

  推荐理由：位于楚文体和三国文化的发源地,长江中下游明星城市古城荆州，酒店位于荆州中心

城区，毗邻古城风景区,十分便利，宾馆拥有各种类型的客房，令您居住其中能感受到家的感觉! 

  地址：荆州市金凤凰宾馆地址位于荆州市南环路8号，是一家按三星级标准

  均价：100元

4. 逸居酒店连锁宾馆

  推荐理由：宾馆的价格相当诱人,不少顾客反应酒店性价比非常值。酒店所在的地理位置非常理

想，离汽车站很近。交通非常便捷。酒店的设施很齐全，硬件齐全。

  地址：坐落于古城荆州市繁华的主要交通干道

  均价：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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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旅游行程推荐

荆州市旅游推荐线路：

  D1：荆州亲水文化游

  

万寿宝塔——荆州长江大桥——观音矶——荆江大堤——荆江分洪纪念亭——荆州长江国际旅游

码头——沙隆达广场——江津湖——荆沙河——九龙渊公园。

    

  D2：都市休闲游

  沙隆达广场——北京中路——荆沙路——便河广场——江津湖——中山公园——文湖公园。

  D3：古城宗教游

  章华寺——清真寺——菩提寺——玄妙观——开元观——太晖观。

  D4荆州市经典之旅

  荆州古城核心游览区——洈水风景名胜区（洈水游湖——新神洞与桃花岛）——天鹅洲湿地观

光区（麋鹿园观光——白鳍豚观光——芦苇荡舟——原野渔猎）——洪湖渔家度假区（渔家风情

游——杨林山森林公园）

  详见小编为您量身定做的旅行计划 http://d.lvren.cn/plan/iprint/52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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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荆州民俗节庆

年节习俗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形成并逐渐发展的，但由于居住的地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不同，往往使得某一地区的人们所遵循的习俗不同。

 春天的节俗

  在荆州春天的节俗主要有：大年拜贺、闹元宵、龙抬头？社日、寒食、清明、立春、花朝、踏

青等。荆州民间是最看重过年的，其习俗也多。民谚云：“过年为大”，“有三十过年，无三十

也过年”，“叫花子也有三天年”。自除夕到年初一，各地男女老少穿戴一新，喜笑颜开，参加

丰富多彩的大年拜贺活动，出现了以迎春纳福为主题的各种风俗习尚。俗话说：“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与之全国各地相比，荆州民间过年的习俗，既有“大同”，亦有“小异”，小异

之处则存在不同形式的楚文化内涵。如“开门礼俗”的内容就有开门炮、出行、拜年、拜年酒、

贴春联、贴年画等。如“玩春景”的活动形式就包括玩龙灯、舞狮子、采莲船。荆州民间在元宵

节张灯观灯，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了灯事活动，隋、唐、五代到汉代，出现了各种制作

精巧、独具匠心的花灯，其中镂刻金箔的“鱼形灯”最引人注目。

  夏天的节俗

  端午节是我国民间三大传统节日之一，荆州民间多称之为“端阳”。端午节尽管名称颇多，含

义各异，但楚人驾舟拯救、纪念屈原为端午节的主要内涵，是世人皆知的。由此可说，先秦时代

的楚人及楚国的文化民俗氛围，对端午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端午节乃是荆楚地区的

传统节日。千百年来，以祭奉屈原而形成的仪俗，在荆州民间主要有划龙舟、吃粽子、悬挂蒲艾

、喝雄黄酒、系香袋等。

 

  秋季的节俗

  七夕、七月半、八月中秋、九九重阳等传统节日在荆州民间也有着独特的习俗。八月中秋在荆

州民间就曾经流行过一种较为奇特的习俗，即“到中秋，赛摸秋”。摸秋，就是中秋之夜偷摘他

人田园的瓜果不视为偷，失瓜果的主人也不视为被盗。俗信这天月娘下凡，未生育的已婚妇女若

摸秋不被人发现，可早得子。荆州就有这样的俗谚：“中秋中秋，送子摸秋”。摸秋的妇女一般

是结伴而行，所摸来的瓜果放置在床内侧，并与之陪睡，第二天将瓜果煮熟食之，据说可以怀上

儿子。建国后，摸秋之俗已消失。荆州民间特有的风俗还有重阳节吃九黄饼。相传东汉年间，重

阳节达官贵人扶老携幼出游荆州龙山，正是天高气爽、风霜高洁之时，热饭热菜既不好带，又容

易冷，为方便游人登山食用，荆州民间糕点师傅便制作了九黄饼。其名谓九黄饼，乃取九月重阳

，登高赏金黄菊花之意也。此种饼子，面如黄菊颜色且酥脆，馅子系用冬瓜条、桂花、冰糖、白

糖拌和而成，吃起来香甜可口，颇受游人称赞，成为一种应时节令食品。至今荆州民间仍偏爱重

阳节吃九黄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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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节俗

  荆州民间在这一季节，大都有冬至、腊八、小年、除夕等传统节俗。拿冬至来说，和北方农村

不同是，荆楚大地的人们，往往会在这天开始淘洗糯米，磨浆沥干，制成“沉(读去声)浆”，然

后用糖、或肉制成馅，包成团，先是祭祖、祭灶，然后阂家团聚，共同分享，还可馈赠亲朋好友

。又如农历腊月二十四，俗谓“小年”，又称为“小过年”、“小除夕”，是荆州民间很看重的

一个年节。民谚云：“腊月二十四，家家小团圆”。是日，“吃坏吃好，一人不少；有吃无吃，

团圆一席”，一家人必须在一起吃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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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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