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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境张家界，亲子游有了新去处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冯晓雅 赵晗菁 见习记者 陈雪炎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要带孩子去大庸古城看烟花！”11 月 19 日晚，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暨文化旅游推
介会（简称“旅发大会”）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举行，现场观众赵小姐笑着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她早就在
期待这场盛会的召开了。
湖南决定从 2022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实现“办一次会、兴一座城”，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
同时，湖南是亲子旅游大省。据统计，湖南拥有家庭 2200 多万户，14 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近 1300 万人，家庭
亲子游潜力巨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旅发大会现场发现，作为首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的承办地，张家界在耳熟能详的山水之外，
还涌现出了很多适合亲子游的新去处。

张家界���
砂石画 东南亚孩子组团来研学
一洒、一泼、一抹……双手挥舞下，
天子山御笔峰就在画板 上栩栩如生 起
来。
这便是张家界的砂石画。它以自然
砂石为原料，以张家界的奇山秀水、民
俗风情为素材，用自然描绘自然。这个
伴随着旅游立市成长起来的新型画种，
如今已成了张家界的特色文化标签之一。
“孔老师，我能不能在您这里买一
幅 砂石画呀��������
？�������
我想挂在客厅。
���
”11月21
� ��
日晚，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前，
张家界军声砂石画研究院院长孔菁萍接
到一个让她欣喜的电话。
原来，十余年前，一名来自广西的
孩子曾在她与李军声创办的砂石画研究
院学习。
“她告诉我，砂石画从此变成了
她艺术的启蒙，如今她刚成家，很想将
砂����������
石���������
画搬进自己的新家。
�
”
1986 年，李军声与孔菁萍位于张家
界的房子正在装修。他们意外发现，瓦
匠洒在墙上的沙子呈现出别样的画面。
“能不能用砂石来作画呢？”���
他们�
灵
感迸发，并���
����
坚持了 36
����
年。

很多孩子来体验砂石画。

2001 年，他们���������
�����������
创办了湖南省首批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 AAA 级旅游景
点“军声画院”。
“我已经在孔老师这 里学了 3 年了，
孔老师教导我们，不要局限在有限的主
题内，多看看山水，发挥自己创意。
”张
家界市天门山小学六年级学生杨艺卉
（化
名）开心地说。只见她小手在画板上上
下翻飞，���
很快，�����������
宝峰湖的轮廓渐渐显现出
来。
“��������������
我们还经常接到�������
东南亚����
地区��
的学
校�����
来����
电咨询。
������������
”孔菁萍回忆，
“他们一来
就有几十个、上百个学生������
组团来研学�
。
�
”
如今，经过 7 年发展，军声砂石画文创

产业基地可为亲子游顾客提供砂石画作
品参观、砂石画艺术研学体验等服务。
2022 年 7 月， 孔菁 萍发 起了“ 山间
亲子艺术节”，以“向地球告白”为主题，
面向全国一万个家庭征集作品。
“邀请大
人带孩子们来张家界看砂石画展览，同
时欣赏风景、了解民俗，来我们的研学
基地体验砂石画、版画、蜡染、陶艺等
非遗项目。”孔菁萍笑着说，
“我们想把
‘山
间亲子艺术节’作为亲子游特色品牌推
出去，让更多的孩子和大人能够通过艺
术了解张家界。”
目前，军声砂石画文创产业基地共
有 2400 平��������������
方�������������
米的研学区、1200 平��
方�
米
的餐饮区，同时可以接待 600 名���
����
孩子进
行研学活动。
TIPS：
军声砂石画文创
产业基 地位于
永定区张 家 界
旅游商品产业
园内，
该产业园的地质
园、土家织锦
文化
创意园、 仙踪
林中医药产业园
和
商
业步行街已开门
纳客。

七十二奇楼 夜游张家界的 72 �����
种美妙体验

七十二奇楼游人如织。

若说“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是游客
对张家界最深刻的第一印象，那位于张
家界市永定区的七十二奇楼，就是张家
界夜游景点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七十二奇楼是全球唯一一����
幢���
以土家
吊脚楼为建筑形态的超高层大楼，高度
达 109.9 米的主楼，是中国最高单体民
族建筑，也是全世界最高、最大、最壮
观的土家民族建筑，曾在 2019 年成功申

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暮色降临，穿过古老大门步入�
此
楼，光彩夺目的灯光下，各种美食小吃令
人目不暇接。从非遗作坊街开始游览，�
在
以青石板道与木结构��������
房�������
打造的仿古街巷
中，身穿土家族服饰的小贩用小桌、背
篓支起一个个小摊，售卖当地传统银�
制
耳环、手链等物件。吊脚楼上，土家�
族
民间歌手正用充满民族唱腔的男女对唱
吸引往来游客的目光。
来自湘潭的黄女士正带女儿在吊脚
楼下驻足聆听，女儿问 ：
“为什么叫七十
二奇楼呢？”身穿土家族传统服饰的七
十二奇楼总经理周治湘正巧路过，便替
黄女士回答 ：
“因为在奇楼中，你能有�
七
十二���������������
种不同体验。吃来自五湖四海的名
小吃，住风格不同的特色民宿，赏绚丽
多姿的夜景灯光秀，还能体验三步一小
景、五步一大景的���������
七十二般奇妙变化�
。”
�
孩子似懂非懂，天真地问 ：
“那叔叔
觉得哪里最好玩？”周治湘笑着说 ：
“你
顺着小巷一直走，在前面的广场上能近
距离欣赏主楼灯光秀，还有特色回民小
吃街。”
主楼采用全球最新的 7D 全息影像，
与吊脚楼集群的飞檐翘角巧妙结合，呈

现出美轮美奂的主题灯光演艺。主楼中
间设计的“天眼”，正对着千米之外的天
门山和天门洞。周治湘介绍 ：
“主楼门洞
高 38 米、宽 28 米、进深 21 米，与远处
的天门洞形成‘双洞互视、龙头双眼’的
奇观。
”
楼前的�������������
篝火广场���������
上��������
人潮涌动，人们正
���
激动地欣赏着灯光秀。
而一���������������
旁的回民小吃街可以说是
“复制”
了西安北院门回民街。周治湘��
分享���
：
���
“我
最推荐的是回坊老孙家羊肉泡馍。羊肉
肉烂酥香，馍吸汁却不糊，泡馍粒粒分明�
，
滑嫩有嚼劲，吃上一口才叫不虚此行。”
在非遗老茶馆中，家长可带孩子欣赏
最纯粹的非遗民俗展演，如三棒鼓、桑植
民歌等��������������
，也������������
可以逛逛��������
附近������
的博物馆、美
术馆，还能沉浸式体验剧本杀、密室逃
脱等当下最流行的娱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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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十二奇楼
�
七
家界市博
，邻近张
处
道
大
城等张
区武陵山
、大庸古
园
公
桥
庸
通便利，
物馆、大
，公共交
点
景
玩
游
家界著名
。
捷
停车便

扫一扫
看精彩视频

热“雪”沸腾
这里一年四季随时玩真雪

大小朋友排队玩网红雪圈。

南方孩子总有一颗想玩雪的心，尤其
随着冬奥会在我国的成功举������
办�����
，冰雪运动
逐渐成为不少家庭冬日亲子游的新选项。
坐着网红雪圈，在瀑布般的雪道上一
滑到底；踏着滑雪板疾驰而下，在意犹未
尽中感受雪地的速度与��������
激情������
……这是在张
家界就能看到的景象。
在天气温和的初冬，走进张家界冰雪
世界，气温一下子降到 -5℃，但滑雪“发
烧友”们却玩得酣畅淋漓，其中就有不少
家长带小朋友来体验滑雪的乐趣。
“我们采用从美国、德国进口的制冷
设备与先进的造雪制冷技术，场馆内温度
常年保持在 -5℃，积雪厚度 50 厘米��
����
，可
以让大小朋友在一年四季随时玩真雪。”
张家界冰雪世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继勇介绍，
“馆内设有初、中级滑雪道
各一条，并有专业滑雪教练现场提供安全
的滑雪教学服务。”
此外，馆内设计了超 10000 平方米的
娱雪区，有网红雪圈、雪地坦克、雪地挖
掘机、雪地悠波球、冰上碰碰车等数十项
雪地游乐项目，大人和小孩可以进行雪上
亲子互动游戏，体验冰雪乐园的快乐。
场馆中央还设有一个主舞台，上方是
浪漫的冰雪玻璃桥，家长可以带孩子登上
玻璃桥，体验漫步云端、俯视雪国的惊险
与浪漫；再到舞台前方看一场《冰雪童话》
情景舞台剧，听一听冰雪公主到张家界大
森林探险������
、在
�����
“猴子”、
���������
“鲵娃娃”的帮助
下领略张家界秀美风景的故事。
作为目前华中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张
家界冰雪世界还是湖南省最大的滑雪培
训基地，推出了研学活动和滑雪夏令营�
、
冬令营项目。每逢寒暑假，孩子们可以在
这里参加训练营，学习冰雪知识、基本滑
雪要领等。
TIPS：
张家界冰雪世界位于张家界市慈利
县阳和乡，距长张高速阳和收费站出口
仅 300 米，到张家界市武陵源、天门山、
大峡谷景区均只需约��
� 30
�� ��
分钟��
车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