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交路线】

211 路：花果园———天河

潭(运营时间 6:30———19:00)

� � � � 701 路： 贵安新区管委

会———博物馆 (运营时间：贵

安管委会 8:00———18:30；博

物馆 7：00———18:00)

【景区名片】

天河潭景区位于贵阳市

西南部，2008 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以靓丽的山

水风光、 独特的喀斯特地貌

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2015 年 10 月，贵阳市旅

游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按照省、市安排，全面启动

天河潭旅游综合体项目的建

设，投资 55 亿元，在保持原

有景观自然性和生态完整性

的基础上进行景区扩建与景

观提升。 目前，一期工程建设

完毕， 二期工程正在紧锣密

鼓进行中。

连日来气温渐升，细心的市民不

难发现，小篓大箩的樱桃已经摆上街

头巷尾，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果果让

人垂涎三尺。记者从省旅发委获悉，4

月到 5 月，正是本地樱桃成熟上市时

节。 贵阳近郊的樱桃园各有特色，果

实品种繁多，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去踏

青采樱桃吧。

乌当下坝

乌当下坝历年来都是摘樱桃的

好去处，贵阳市最大的樱桃种植基地

也在此处。 下坝樱桃主要有两个品

种，一种呈黄色，是本地樱桃，口感略

酸； 另一种呈鲜红色， 是科技樱桃

“黑珍珠” ，果皮细薄，果肉细腻，柔

软汁多，口感偏甜。

采摘时间：4 月中旬或下旬开始

交通线路： 从市内前往有两条线路可

选： 贵阳———新添寨 083———贵开高

速———羊 昌———百 宜 乡———下 坝 ； 贵

阳———新添寨083———三江农场———下坝。

乌当阿栗村

要品尝阿栗村的杨梅，还需再等

一个多月，不过阿栗村的樱桃园现已

果实累累。 阿栗村现有果树 8000 余

亩，其中樱桃树便有 1000 多亩，农家

乐藏身层层果园中，让你感受不一样

的农家风情。

采摘时间：4 月中旬或下旬开始

交通线路：自驾可从市区出发走

北二环，途经中环路东段、北京东路、

X128 等路线到达。

百花湖

5 月是百花湖樱桃成熟的季节。

近年来，当地不少农家乐开始栽种樱

桃，规模虽然不大，但是百花湖的山

水风光却能让摘果之旅，收获更多。

采摘时间：5 月前后

交通线路：从市区出发走贵遵高速，经

过观山东路、观山西路，由云潭北路前往。

开阳南江

开阳县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和

土壤条件，被称为“中国富硒农产品

之乡” 。 在青龙河沿岸有 1000 余亩

樱桃园， 南江乡的樱桃品种主要是

“黑珍珠” ， 樱桃呈暗红色， 玲珑剔

透，味美形娇，拥有着珍珠一般圆润

饱满的外形。采完樱桃还可沿着十里

画廊一线走走逛逛。

采摘时间：4 月中旬或下旬开始

交通线路： 自驾从贵阳市区出

发，途经航天路、云开二级公路、X172

等路线可到达。

花溪黔陶

别以为去了花溪黔陶就只能吃

菌子。 花溪区樱桃采摘地以前主要在

孟关板桥一带， 后来移到了黔陶，栽

种的樱桃品种主要是玛瑙红，果实椭

圆形，果面鲜红亮丽，品质上佳。

采摘时间：4 月中旬或下旬开始

交通线路： 自驾从贵阳市区出

发，途经金阳互通、沪昆高速、银百高

速等路线可到达。

清镇新店

清镇新店位于鸭池河畔， 低热河

谷气候优势， 让新店镇成为名副其实

“果蔬之乡” 。这里的樱桃种植面积有

500 余亩，果品色泽鲜美、果肉甘甜多

汁。 去了新店镇饱尝樱桃后别忘游山

玩水，鸭池河畔的风景有如水墨画。

采摘时间：4 月下旬开始

交通线路： 自驾从贵阳市区出

发，途经云环路、贵黔高速、X004 等

路线可到达。 本报记者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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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最智能的游客服务中心

节假日自驾游景区， 常伴随着

“找车位” 的折腾。 还未踏进天河潭

景区，“停车” 就给记者带来了不一

样的体验———景区内有 5 个停车场

所，多达 3000 个停车位，轻松就能找

到泊车位。 如果停在地下停车场和停

车楼，车主连车位也不用记，使用入

口处的反向寻车系统输入车牌信息，

电子屏会自动弹出距离停车位置最

近的路线图。

从停车场出来，穿过迎宾大道就

是游客服务中心。 这栋 5 层楼高的建

筑，是贵阳市目前最大、最智能的游

客服务中心。 宽敞明亮的一楼大厅，

设计得犹如五星级酒店大堂。 售票大

厅有人工窗口， 也有网络购票机，可

现场换票、自助购票，客服中心 24 小

时提供服务。 游客中心设有邮政厅、

母婴室、吸烟室、卫生间、充电休息

区、医务室，服务功能一应俱全。

��

“老街” 讲述旧日贵阳故事

想要读懂一座城市，就走进深巷

小街去，那里才有动人的故事和儿时

的记忆。

“叮叮糖，叮叮糖……” 仿佛从

旧时穿越而来的吆喝声声入耳，抬头

一望，眼前正是坐落在景区内的“老

贵阳街道” 。 全长数百米的“老街”

目前开放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

紧锣密鼓施工升级。古色古香的清末

府邸造型建筑矗立街道两旁，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大十字、小十字和喷水

池，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百货大楼、

邮电大楼、民国大楼、贵州银行……

每一处都是“当年景” 。

说话间，一辆“黄包车” 擦身而

过，车上的女子身着旗袍、浅笑轻颦。

不远处等候女子的先生长袍青衫、温

文尔雅， 一场旧年代的市井生活秀，

唤起心中对旧时光的幻想。

50 多年前， 坊间流传一句顺口

溜———“唐家顶子，高家谷子，华家银

子” 。 这三大姓氏家族， 正是当年贵

阳的名门望族。 “老街” 上以唐、高、

华三大家族门厅院落为模版修建的

建筑， 还原了曾经的 “唐家花园”

“高家花园” 和“华家大院” 。 除了改

朝换代间的府邸，民国时期军阀王家

烈公馆和毛公馆也值得一看。

花点时间在“老街” 流连，一个

个贵阳故事慢慢舒展开来。

“水景水秀”上演“天河之舞”

走完“老贵阳街道” ，下一条斜

坡，民族风情街和滨水休闲区景致即

刻带你从旧时光穿越回现在。

休闲区域里，露台、咖啡吧、木制

座椅设施俱全，休息、品茶、观景、购

物让一站式的旅游体验 “立体” 起

来。 如果想逛逛商店，带点伴手礼，除

了布依蜡染、苗族刺绣等民族手工艺

品， 还有 coach 和 MK 的集成店；如

果是美食爱好者，蛋糕、冰淇淋、丝袜

奶茶等甜蜜蜜的小吃随处可寻；如果

是文艺青年，想了解贵州特色，民族

风情客栈就像个海纳百川的民族博

物馆，陈列有民族古籍、文化遗产、民

族服饰、民间美术、民族乐器等，养眼

也养心。

滨水休闲区白天景色迷人，夜

晚则披上神秘的“外衣” 。在此处上

演的“水景水秀” 是天河潭景区亮

点之一。水秀表演按照国际先进、西

南第一的设计定位 ，以音乐秀《天

河神韵》为主题 ，采用投影技术使

声、光、水、火、电、影音等高科技手

段完美结合， 让水随音乐律动变化

成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图案。水秀

总长 120 米、 宽 108 米， 共有 2249

个喷头，水舞在彩灯、激光、影像的

渲染下与天河潭自然美景相映衬，

展现了“白天一景，晚上一秀” 的水

文化体验。

目前，景区正在进行二期工程施

工，下一步，滨水休闲区还将提供吃

住一条龙服务，让夜宿天河潭成为魅

力无穷的旅游体验。

飞瀑清泉深潭怪洞浑然天成

都说来贵州旅游至少要做三件

事： 一是领略神奇的喀斯特山水，二

是体验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风情，三

是尽享冬暖夏凉的美妙气候。 在天河

潭，这三件旅游大事都可以“一网打

尽” 。 景区集飞瀑、清泉、深潭、奇石、

怪洞与天生石桥于一身，贵州的原色

山水都浓缩到天河潭这一处精致完

整的“小盆景” 中。

若是携家带口出行，坐上长达 24

米的观光扶梯，就能到达天河潭的核

心景区。 若是与心上人前来，则可以

携手走一走竹林簇拥的爱情长廊。 经

过长廊， 可直达山顶茶室观景台，站

在 400 多平方米的观景台上凭高而

望，山下卧龙飞瀑、水上梯田、欢乐草

坪、瀑布石桥尽收眼底。

继续前行，来到钙华滩瀑布，钙

华滩是岩溶水在斜坡上呈片状水流

形成的一种具有流态的钙化体。 每

逢丰水季节， 水从滩头倾泻而下，

210 米宽的大瀑布就会呈现眼前 ；

到了枯水季节， 瀑布便分成几个支

流，涓涓细流更显清秀。 在卧龙湖，

则可泛舟湖上揽尽湖光山色， 别有

一番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景区的水旱洞 。

1000 多米长的水洞可以坐小船游览，

借助奇特的灯光效果，可看到各种有

趣景观；旱洞则更是奇妙，石钟乳、石

笋、石柱等形态各异，让人不得不为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叫绝。

黔沪两地合作启动

“景域贵州” 行动

打造全产业链旅游服务平台

本报讯 近日，黔、沪两地围绕

贵州全域旅游联手打造的 “景域贵

州” 行动计划正式签约启动。 该计划

旨在打造集策划、设计、投融资、景区

建设、营销推广、景区运营及人才培

养等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旅游服务平

台，促进贵州旅游升级。

据悉，“景域贵州” 行动计划由

贵州省旅游规划设计院、上海景域国

际旅游运营集团共同发起并执行。双

方认为，贵州历史悠久、文化多彩、资

源丰富、生态良好、区位便利，其“各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的多

元文化格局，是当今世界全域旅游新

时代难得的资源富集区域。

“景域贵州” 行动计划的启动，

将整合黔沪两地的优势，助力本土既

有旅游产品的提质升效，全新产品的

挖掘开发。

（本报记者 郑文丰）

肇兴侗寨———

蒸好乌米饭

欢庆“谷雨节”

本报讯 今年央视春晚让肇兴

侗寨又“火 ” 了一把 ，春季踏青时

节，游客纷至沓来。 4 月 20 日（农历

三月初五）， 肇兴侗寨将迎来一年

一度的传统民俗活动———谷雨节。

期间，肇兴侗寨将开展寨门迎宾、吃

乌米饭、丢卣卣、打花脸等精彩的民

俗活动。

“谷雨节” 在侗语中叫“渐苟嫩

堕拉” ，为吃乌米、播稻种的意思，是

肇兴侗寨农耕文化与婚恋习俗的双

重寓意表达。 侗族习惯用乌饭树叶汁

浸泡糯米，蒸成乌米饭。 后来，乌米饭

就像汉族的“喜糖” 一样，成为了侗

族定亲的吉祥物。

据介绍，肇兴侗寨全寨 1012 户、

4146 人，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 今

年肇兴侗寨“谷雨节” 活动丰富，游

客除了欣赏完整的侗族古建筑群，还

可参加寨门迎宾、吃乌米饭、丢卣卣、

打花脸等原生态民俗活动。

近年来，黎平县按照“守住两条

底线，用好两个宝贝，用活两大遗产，

打造国际化侗文化旅游首选地” 的战

略定位，大力实施以文化引领助推经

济转型升级的发展方略，依托便捷的

交通、民族风情和生态美景，着力打

造大旅游脱贫攻坚示范区，通过创新

旅游营销模式，不断推动旅游产业快

速发展。

（本报记者）

紫云格凸河地质公园

新晋“国家级公园”

本报讯 记者从省旅发委获悉，

近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授予 31 处地

质公园 “国家级地质公园” 头衔，贵

州紫云格凸河地质公园榜上有名。

据了解， 此次第八批国家地质

公园资格名单 ，包括贵州紫云格凸

河地质公园、湖南宜章莽山地质公

园 、 湖北远安化石群地质公园 、黑

龙江漠河地质公园 、内蒙古鄂伦春

地质公园等。 古朴、原始 、生态、雄

美的景观 ，成就了紫云格凸河地质

公园。

紫云格凸河国家级地质公园集岩

溶、山水、穿洞、石林于一体，融雄奇、

险峻、幽古、静谧为一身，还见证了苗

族英雄亚鲁王浩荡迁徙、 开疆辟土的

历史传奇。 景区内的燕子洞栖息着数

十万只燕子， 早晚在洞口翻飞， 雄奇

壮观。 穿上洞则是一段古地下河的遗

址， 由一处悬挂岩洞地道进入， 地底

长满了各种珍奇小灌木及藤本植物。

深 370 米， 宽 200 米的通天洞是一个

穿过碳酸盐岩地的巨大竖井，景象奇

特。 此外，游客还可通过燕王宫栈道、

吊桥， 乘观光电梯观赏望天洞的晨曦

倾泻的美景。

（本报记者）

收好“樱桃地图” 尝尽春果美味

“天河潭不是以前那个‘天河潭’ 喽！ ” 今年清明小长假，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天河潭景区一日游后

大呼“好久不来，被惊艳到了” 。

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开放的天河潭景区，已走过 20 多个春秋。 2016 年 10 月，天河潭升级改造一期工程建设完

毕，故事街、花海、水秀表演等一批新景观亮相。一年多以来，景区持续打磨景观，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来自市旅发

委的统计显示，清明小长假期间，天河潭共接待市民游客 19977 人次，将精致的“山水盆景”看在眼底、记在心间。

眼下，“五一” 假期即将到来，贵阳市将再次迎来客流高峰。 如今的天河潭，到底有哪些看点、亮点，记者近日到景

区进行了一番详细打探。

游走于山环水抱的精致“盆景” 间

人间四月天 遇见天河潭

本报记者 游红 / 文 郭然 / 图

景区一角春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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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游客们穿过“百步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