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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瘦西湖等主要景区游客数量均超前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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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人次扬州“雨中游”
■新景醉倒众多游客，室内休闲人气攀升
■网友：雨后扬州更清新，别有一番韵味

【权威发布】

【文博场馆】
刚开门，外地游客就纷至沓来——
—

昨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二
天 ，扬州旅游继续出现 “井喷 ”。
午后 ， 一场雨水尽管令游人们
措手不及 ， 但丝毫没有影响他
们的兴致 。 记者从市旅游部门
获悉 ， 昨天我市 8 大景区迎客
11.07 万人次 ， 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品味了一回雨中扬州的朦
胧秀丽 。

双博馆
两天迎 6000游客

游客撑伞赏景 。 刘江瑞 摄

瘦西湖景区门前人如潮涌。 惠宇 摄

雨中游览秩序良好

记者了解到，扬州今年新 除了‘经典’，不断推出‘新景’
推的瘦西湖文化休闲广场及盆 也很重要。”多次带团前来扬州
昨天上午 10时左右，记者 家车，还有双层的长途卧铺大 景园，个园“竹语馆”、“兰园”等 的导游陶如月认为，正是“经
来到个园北门售票处，发现停 巴车。多位工作人员在维持车 新景点，大大提升了扬州城市 典”同“新景”一起构成了城市
车场已经停满车辆，两三名工 辆通行秩序，雨中道路依然顺 旅游的容量，吸引了更多曾经 旅游的亮点，让游客获得更加
来过扬州的游客。“城市的旅游 难忘的体验。
作人员正站在路口帮忙疏导往 畅。
来车辆。
记者从市旅游部门获悉，
下午 2时左右，突然降下 昨天，瘦西湖、个园、何园、大明
一阵雨，平山堂西路、长春路等 寺、茱萸湾、凤凰岛、汉陵苑、双
昨天的雨水让不少游客转 多了不少“文艺气息”，拍照的
路段，不少游客撑伞在公交站 博馆 8大景区接待总人数达
台上等车。公交车靠站停稳后， 11.07万人次，瘦西湖、个园、茱 向一些室内游玩场所，到咖啡 按快门按得更勤。
记者经过一些足浴店时发
众人自觉排队依次上车，没有 萸湾等主要景区的游客数量均 馆、奶茶店捧上一杯热饮，体验
现，客人数量同样也不少。“每
出现蜂拥而上的情况。
超过前天，其中瘦西湖接待游 另外一番旅游情趣。
在东关街，一些室内设有 到旅游旺季，很多外地游客来
为方便更多来扬自驾游 客人次 6.94万；个园 2.6万人
客，老体育场旧址改为临时停 次，同比增长 2%；何园 1.6万 座位的休闲型商铺可谓座无虚 到扬州都点名要感受‘扬州三
车场。记者看到，雨中进出老 人次，同比增长 1%；茱萸湾 席。一家销售明信片的店铺老 把刀’之一的修脚刀，平时一般
板告诉记者，昨天卖出的明信 都是晚饭后过来的客人比较
体育场的车辆很多，不仅有私 1.4万人次，同比持平。
片数量大约比前天多了几十 多，可能由于下雨的原因，昨天
张，有游客干脆在店内就给朋 很多外地游客下午就来店里
友们写明信片。一家奶茶店老 了。”东区一家足疗店王老板这
近年来，扬州打造了一批 的印象太深了，室内摆放着多 板娘表示，这场春雨让东关街 样说道。记者 王张庆
旅游新名片、文化新景观。 盆造型各异的兰花，都有一个
【@微旅游】
“本是找个地方避雨，没想 诗意十足的名字，比如“凤尾”、
到无意寻到了这样一处好地 “白墨素心”等。窗外雨水滴答，
网友 “草草劳人 ”：下了雨
网友 “Annike- 星辰 ”： 雨
方！”来自上海的游客赵女士告 室内幽兰雅香，把她过去理想 的扬州别有一番韵味 ，个园尤 后发现扬州这座城市更清新
诉记者，这次清明小长假来到 中的江南意境展现得淋漓尽 甚 ，不愧是中国古典园林的代 了 ！ 来不及细细欣赏 ，留待以
扬州，个园的“兰园”给她留下 致。
表。
后慢慢品味 ！

室内休闲人气攀升

新景醉倒众多游客

昨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二天，记者走访市区一
些文博场馆发现，连绵春雨并没有浇灭游客热情，
双博馆两天迎客超过 6000人次，外地游客成了主
角。
昨天一早，双博馆刚开门迎客，就有游客纷至
沓来，有旅游团队，也有自驾游散客，记者粗略统计
后发现，主要是来自上海、南京、苏州、山东、浙江等
地的游客，他们通过双博馆这个“窗口”来了解扬州
历史文化。记者看见，双博馆每个展厅里都有驻足
观赏的游客，讲解员忙得不亦乐乎。来自南京的吴
女士约了亲友来到扬州，尽管此前通过朋友介绍，
以及网上的相关信息，已经对扬州有了初步的印
象，来到双博馆后，他们还是请了讲解员，进一步了
解扬州的前世今生。
双博馆雕版印刷演示区更是人气十足，很多人
聚集在芮名扬大师身边，欣赏大师全神贯注地演示
“写样”，看到一个个小楷字流畅地跃于纸上，游客
们赞叹“真是太漂亮了”，纷纷拍摄难忘的一刻。当
有游客问及每天这样写累不累时，大师停下手中的
笔，很谦和地笑了笑说：“一点也没有感到累，对于
我来说，这是一种艺术享受。”一些爱好书法的游客
更是紧盯着大师的一笔一画，大师认为，看写样演
示，对小孩子练字确实很有效果，可以直观看到怎
么起笔、落笔，怎么掌握写字的节奏，快慢恰到好
处，字才会写得漂亮。
看到沈树华大师在一刀一刀很娴熟地在木板
上雕刻，游客们在赞誉技艺精湛的同时，也关心大
师左手大拇指上的老茧，大师看了看，不紧不慢地
说：
“这个老茧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雕刻不仅要眼
神好，手上功夫更不可缺少。”
双博馆工作人员表示，今年清明小长假游客量
比往年多，这两天参观者就超过 6000人次，讲解员
就讲了近 30场。不少游客坦言，这里有丰富的展
览，各个展厅仔细看完需要半天时间。记者 陶敏

【免费景区】

不少本地市民、外地游客到这里寻找春天——
—

小长假，免费公园人气直蹿

清明小长假，瘦西湖、个
园、东关街等旅游景点都是人
挤人，不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
客另辟蹊径，带着相机，到一些
开放式公园寻找春天。
前天，阳光明媚，记者当天
下午在蜀冈西峰公园看到，这
里的游客量远超平日。记者循

环形的通道驾车行了很长一段
时间，都难觅一个停车位，这里
所停车辆不乏外地牌照。春光
无限，这里不仅有油菜花田，还
有垂丝海棠、桃花等，姹紫嫣
红，一派烂漫。前来放风筝、踏
青的游客很多，还有不少人带
着帐篷过来。

【记者推荐】

昨天上午，记者在荷花池
公园看到，一拨拨行人漫步在
公园。“才吃过扬州早茶，过来
走走。”来自浙江的一名胡姓老
人告诉记者，他的妹妹生活在
扬州，他经常会过来聚聚，瘦西
湖、个园、何园等这些景点都去
逛过了，现在没事就来荷花池

公园转转了。
记者发现，清明小长假，这
些免费的开放式公园人流量激
增，也带来了一些商机，卖风
筝、卖饮料、卖水果的摊贩不
少。“菠萝都来不及削，一缸才
泡下去就卖了。”蜀冈西峰公
园，一位卖水果的谢姓男子说。

这些免费公园可去逛逛
今天是 3天小长假的最后 划红线 北至文昌中路 是东区

一天。如果您也想出去走走，寻
找春天的味道，本报特为您盘
点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的开放
式公园：

荷花池公园

位于荷花池路西侧 ， 原名
南池 、砚池 ，又因池中广植荷花
而名为 “荷花池 ”。 清初汪玉枢
在池边建有别墅 ，名南园 ，为当
时扬州八大名园之一 。 园临砚
池 ， 隔岸有文峰塔 ， 景名 “ 砚池
染翰 ”。 1981 年我市在荷花池
建南郊水上公园 ， 即荷花池公
园 。 公园在池之北 ，呈半鸟形 ，
绿树成阴 。

，

，

最早的市民公园 。 公园原为曲
江鱼塘 、庄台民房 、少量菜地和
水塘 ，2004 年由广陵区政府负
责建成供市民休闲活动的开放
公园 。

明月湖

位于文昌路边 ， 是西区一
个新的开放式景区 ， 围绕着明
月湖 ，有国展中心 、京华城全生
活广场 、 双博馆 、 文化艺术中
心 、 体育公园等旅游景点和娱
乐生活设施 。 明月湖是典型的
人工湖 ， 水位最深处有 5 米左
右 ，湖底呈锅底状 。 市民可以沿
岸散步 ，也可以悠闲垂钓 ，还可
以参观双博馆 、艺术馆 ，逛逛市
曲江公园
区最大的商场 ， 有多种休闲方
位于文昌中路与运河北路 式可以选择 。
交叉口 ，总面积 15.8 万平方米 ，
蜀冈西峰
其范围东至运河北路 ， 南至公
园规划红线 ， 西至花园路及规
位于扬子江北路与平山堂

东门遗址广场晚间也吸引了不少市民 。 惠宇 摄
路交会处 ， 是蜀冈自唐城以西 庙广场等景观 ， 实施了沿岸道
的余脉 ，与中峰似断似连 ， 却又 路拓宽 、 污水截流和沿岸街景
自成一体 ， 可称扬州最高的森 改造等工程 ， 两岸面貌焕然一
林公园 。 冈上树木丰茂 ，绿水萦 新 ，集旅游 、休闲 、商贸 、 文化为
绕 。 拾步而上 ， 颇有攀登之乐 一体 ， 堪称扬州最长的生态公
趣 ， 及至峰上 ， 则地势平坦 ， 曲 园 。
径通幽 ， 或走或停 ， 宜动宜静 ，
蝶湖
是一座适合休闲 、 游玩的免费
开放式公园 。
蝶湖公园位于维扬路以
祥和路以东 、 开发西路以
古运河风光带 北西 、、欧尚超市南侧
， 与新城河相
位于古运河沿线 ，2005 年 连 。 公园最核心的景观 ，就是面
6 月起启动建设 ， 沿河新建了便 积 100 亩的蝶湖 。 从空中看 ，新
益门广场 、五台胜境广场 、 东关 开挖的湖泊呈蝴蝶形状 ， 因此
滨河广场 、凯运水景广场 、 大王 得名 。
记者 栾佳丽

雕版印刷展示区人气旺 。 陶敏 摄

【私家园林】
小巷深处私家园林修缮后再迎客——
—

来祥庐
“串门”的游人更多了

昨日，东关街依旧人头攒动，小巷深处的“祥
庐”游客量更是超过去年三成。
扬州古巷游早就受到很多背包客的追捧，“藏”
在东关街小巷深处的“祥庐”更是游客的首选。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祥庐”，几名游客正在这
里参观。“这是我修缮后第一次在小长假对外开
放。”“祥庐”主人杜祥开介绍，整个修缮工程前后
投资了 20万元，从去年 10月开始，今年 3月份完
工，就是为了迎接“烟花三月”。
修缮后的“祥庐”焕然一新，海棠门上是扬州书
法家李圣和撰写的“清雅”石额，门前上方安装了两
块雕刻有荷花、菊花、飞鸟的砖石，走廊上方安上了
木卷棚，堂屋地面铺上了罗底砖，厨房墙上安上了
八角窗，整个园内建筑古色古香，充满扬州园林建
筑特色和韵味。亭、房等建筑物也进行了亮化美化，
安装了节能 LED灯。“每当夜幕降临，游客逛东关
街时，会看到不一样的‘祥庐’。”杜祥开说。
据杜祥开介绍，每年到了旅游旺季，
“祥庐”都
会吸引众多中外游客的目光。据粗略统计，每年参
观“祥庐”的游客有上万人次。
每年从清明小长假到五一小长假之间，就会有
人潮涌入“祥庐”。“今年清明游客比去年多了三
成。”杜祥开说，东关街上游客越来越多，到他家“串
门”的也增加了不少。“我将在东关街上设立指示
牌，提醒更多游客到我家来参观。”
“每年五一、国庆期间，一天就吸引游客 1000
多人。”杜祥开介绍，
“预计接下来一个月时间，前来
参观的人数将超过 5000人。” 记者 居小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