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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10月30日，国家5A级旅游
景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娲
皇宫正式揭牌，成为冀南地区唯
一一家5A级景区。

娲皇宫位于涉县境内的中
皇山上，是全国规模最大、肇建
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的奉祀
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被誉为

“华夏祖庙”，属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中国五大祭祖圣地之
一。2004 年，娲皇宫被评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2012年被评
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北齐摩
崖石刻、主体建筑娲皇阁、女娲
祭典分别以“天下第一壁经群”、

“活楼吊庙”、“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殊荣享誉国内外，是研
究我国根祖文化的重要基地。

当地用9个数字形象地概
括了娲皇宫特点：1座吊楼，2种
宗教，3个石窟，4组古建，5种刻
经，6 部经文，7 尊塑像，8 大功
绩，9根铁索。

其中所指的宗教，指的是佛
教与道教，9根铁索是说建在险
峻山崖上的娲皇阁采用9根铁

索与山体相连。庙是明代建筑，
清代咸丰年间重修。

[景点特色]
女娲文化广场

娲皇宫所在山体，远看像一

把太师椅，按照道家解释，三面环

山，左青龙，右白虎，山体下面是漳

河，东面是刘邓大军司令部旧址，

将军岭，正是三省交界地。山顶娲

皇阁到山脚需要往返3公里。

娲皇宫设在山势陡峭、地势

险峻的山腰上，宽广的平台上

建有娲皇阁、梳妆楼、迎爽楼、

钟鼓楼、六角亭、木牌坊、皮疡

王庙、水池房及山门等大小 12

座建筑。这里有女娲文化广

场，山顶建筑两部分组成，主体

建筑娲皇宫依山就势，结构奇

特，独具匠心，有吊庙、活楼之

称，娲皇阁、梳妆楼、迎爽楼、钟

楼等最具风采，娲皇阁紧傍悬

崖，通高23米，以9根铁索系于

崖壁，游客多时，楼体晃动，铁

索朗朗作响。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成员
之一的盐城，近年来一直在学习
上海、服务上海、依托上海、接轨
上海。430多家企业在盐城投
资兴业，总投资1600亿元。11
个盐沪合作共建园区占上海与
外地合作共建园区的1/3，累计
落户项目205个、总投资570亿
元。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
以上海大丰光明工业园为基础正
抓紧建设。上海久有基金联合张
江高科与盐城市合作设立产业基
金，共同打造上海张江久有盐城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

处于“一带一路”、长三角经
济带、江苏沿海发展等国家战略
叠加区域的盐城，为推进融入大
上海的进程，数年前就专门制定
了《盐城市接轨上海专项规
划》。近年来，盐城更加深入推
动与上海的交通衔接，提出同时
打造融入上海的两个“圈”：空中
航线“一日商务圈”，地面高铁

“一小时经济圈”。
目前，盐城去往上海的高铁

还在规划建设之中，而盐城至上
海的空中航线在去年已经开
通。今年10月 25日将增至每
天1班，盐城到上海的“一日商
务圈”打造成功。

目前，盐城机场对外还开辟
了直飞日韩等国际（地区）航线，
对内打通直达北上广深等全国7
大行政区域17大城市。

交通条件的改善只是盐城
市的一步。过去谈到盐城优势
是“空间大”，现在更有“区位
好”、“环境优”的优势。在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今年盐
城PM2.5平均浓度49.8微克/立
方米，首次降至50以下，也是江
苏省唯一低于50的城市。

[景点特色]
中华麋鹿园

如果您看过《封神榜》，那您

一定知道其中姜子牙的坐骑

——麋鹿，俗称“四不像”。我们

向你推荐位于盐城大丰的中华

麋鹿园之旅。金秋十月，中华麋

鹿园正式晋级为国家 5A 级景

区。在中华麋鹿园，你可近距离

参观野生麋鹿生活区域，观赏成

群的麋鹿在草地上悠然自得的

生活。中华麋鹿园是亚洲东方

最大的湿地、麋鹿集聚区，景区

内成群结队的珍禽飞鸟，万顷的

绿树，构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生

态风景画。

金秋十月，正是神秀天台
山硕果累累的时节。带着天台
山晋升5A景区的好消息和济公
故里旅游人的热情，浙江天台
旅游界再次走进了大上海，向
久居高楼通衢之间的人们发出
了一份畅游神秀山水，品味禅
修天台的邀约。

10月28日下午，在上海市
旅游局的大力帮助支持下，天
台县人民政府开启晋升5A景区
后的第一站（上海）推介活动
——“5A 新 时 代 ，旅 游 新 体
验”。据介绍，近几年来，天台
山的旅游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同时精心打造宗教朝觐、
禅修养生、生态休闲、户外拓
展、乡村度假等特色游线，推出
到古寺吃素斋、品佛茶，到道观
听养生课、练养身功，到济公故
里听济公传说、品济公小吃，到
农家赏田园景、享采摘乐，到霞
客古道寻幽访胜等深度体验类
旅游产品，以满足不同层次游
客群体的需求。

上海是“长三角”区域中心

城市，距天台只有三四小时的
车程，是天台重要的旅游客源
市场。

[景点特色]
桃园

桃源景区位于天台县城西北

13公里的桃源坑中，景区面积4

平方公里，徐霞客曾两次来游。

自古以来，天台山名气最

大，最具魅力的是桃源；历代文

人墨客诗文、书画、戏曲，描写

歌咏最多的是桃源。

最初开发桃源的是北宋神

宗年间任天台县令的郑至道。

他先是按图索骥，找到名闻天

下的“刘阮洞”；接着凿山开道，

垒石立亭，沿溪培植桃树，开发

桃源。景区建成后，又给各景

点起了充满诗意的名字。如

“余韵清远，飘飘然犹将佩环而

朝玉阙”的鸣玉涧；“清澈渊澄、

可鉴毛发，群山倒影、浮碧摇

清”的金桥潭。还有双女峰、朝

阳峰、浮杯亭、惆怅溪等，无不

充满诗情画意。

本报讯 日前，上海地产集
团以解决百姓安居工程和盘活
市场存量为己任，组建成立了上
海地产优家房屋租赁管理公司，
致力于规范上海房屋租赁市场。

据悉，上海地产优家公司目

前管理运营着1万多套租赁房
屋。近半年来，地产优家公司经
过深入的市场调研，综合分析了
上海租赁市场的现状，在对客群
主体、客群结构、客群需求、装修
标准等进行详细论证的基础上，

针对上海现在租赁市场的受众
主力客群70后、80后、90后，精
心设计了分别以优创、优适、优
静等命名的三优系列室内装修
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如
有专门为单身年轻创业者量身

定制的创意“宿舍产品”、有专门
为年轻小夫妻们设计的“二人世
界”，有专门为三口之家设计的
温馨的“爱的港湾”，为广大入住
者打造了一个安全、舒适和便捷
的宜居环境。 王苏生

上海地产集团发布租赁房屋产品系列

“阿彦爱心团队”
中原城市广场义卖

本报讯 解敬阳 近日，“阿
彦和他的朋友们”爱心义卖团
队来到位于杨浦国和路民庆路
口的中原城市广场上设摊义
卖。像这样由中原城市广场联
合“阿彦和他的朋友们”爱心团
队的公益义卖活动已持续3年。
当天募得善款总额22550元，并
将委托《阿彦和他的朋友们》爱
心团队定向用于上海市第二社
会福利院的艺术培训活动。

义卖当天正值中原城市广
场3周年庆典日，活动的主题为
欢乐、成长、蜕变。广场为社区
消费者带来欢乐马戏、魔术杂
技等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演
出，还特别邀请上海小荧星杨
浦校区和第二福利院的孩子一
起登台互动表演。

中原城市广场历经3年的
发展，致力打造社区商业的典
范，坚持将“爱”发扬光大，将

“欢乐”进行到底，以回报广大
社区消费者的认可与支持。

肿瘤医院发布最新
乳腺癌科研报告

本报讯 记者 顾金华 十月
是女性粉红关爱月。在中国，乳
腺癌成为年轻女性中死亡率增
长最快的癌症之一。

在日前雅思兰黛集团举行
的粉红丝带公益音乐会上，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发布了最新
出炉的乳腺癌科研报告，特别聚
焦年轻女性，专家发现，孩子生
得早，患乳腺癌的风险越小，同
时油炸食品和情绪压力都成为
致癌风险因素。

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
师余科达副教授分享了最新的研
究报告，研究显示，直系亲属中有
乳腺癌患者的危险性是家族史阴
性的年轻女性的2.4倍。

同时，通过大量流行病学调
查，未生育妇女患乳腺癌的危险
性要比生育过的妇女高，而女性
首胎正常妊娠年龄越小，患乳腺
癌的危险也就越小；如果日常生
活和工作环境中经常有人吸烟，
其乳腺癌的发病风险高1.6倍。

走进新5A景区 穿越一道道美景
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近日，国家旅游
局发布了《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网上公示名单》，14 家景区
升格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分别为：河北省唐山市清东陵
景区、河北省邯郸市娲皇宫
景区、吉林省敦化市六鼎山
文化旅游区、江苏省淮安市
周恩来故里旅游景区、江苏
省盐城市大丰中华麋鹿园景

区、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山景
区、浙江省台州市神仙居景
区、安徽省合肥市三河古镇景
区、福建省龙岩市古田旅游区、
河南省驻马店市嵖岈山旅游景
区、江西省宜春市明月山旅游

区、重庆市江津四面山景区、广
东省阳江市海陵岛大角湾海上
丝路旅游区和陕西省商洛市金
丝峡景区。

下面，我们就选取几个给
大家作个较为详细的介绍吧。

江苏盐城跻身上海“一日商务圈”

神秀天台资源优势呈现大变化

9个数字形象 概括涉县娲皇宫

菊黄蟹肥鲜来太仓
本报讯 邵炯 菊黄蟹肥，丹

桂飘香。秋天是旅游旺季，也是
太仓一年中美食美景最丰富的时
令。近日太仓市旅游局携市内多
家旅游企业代表赴上海召开旅游
推介会，旨在向周边一小时车程
范围内的市民游客们推介皇帝粮
仓，鱼米之乡——太仓的休闲度
假魅力。

位于长江口的太仓是吃长
江蟹的不二之选。另外一道美
食就是流传于民间百余年的太
仓双凤羊肉美食，双凤烹羊技
艺，浓而不膻、酥而不烂、肥而
不腻，一碗双凤羊肉面，滋滋入
味，香飘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