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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红荷节

本报枣庄8月11日讯(记者 张冬
梅 通讯员 鲁大鹏 陈振 刘海
微) 连办了十届的红荷节已成为中
国十大品牌节庆，古镇的建设也将
进一步带动红荷湿地的发展。

据了解，中国(滕州)微山湖湿地
红荷节，是滕州市举办的集经济贸
易、文化旅游、对外交流于一体的大
型综合性经济文化盛会。自2004年以
来，已成功举办了九届。今年，第十
届中国(滕州)微山湖湿地红荷节按
照“创新引领，市场运作，全民参与，
开放办节”的思路，以2013齐鲁乡村
逍遥游休闲汇和美丽中国乡村行山
东乡村游活动品牌为载体，以“务
实、节俭、隆重、热烈”为宗旨，以“推
介湿地红荷之都，打造美丽休闲之
城”为主题，着力推动文化旅游与实
体经济活动相呼应、节会品牌与休
闲产品相融合，精心策划了微山湖
古镇之夜大型文艺演出，美丽中国
乡村行山东乡村游采访活动启动仪
式暨第十届中国(滕州)微山湖湿地
红荷节开幕式、微山湖古镇开放庆
典等12项主题活动，努力把本届节会
打造成为全国的品牌盛会、企业的
展示平台、群众的传统节日。

据中共枣庄市委常委、滕州市
委书记董沂峰介绍，微山湖红荷湿
地是滕州最具特色、最具魅力的旅
游资源。中国(滕州)微山湖湿地红荷
节从全国众多节庆活动中脱颖而
出，成为滕州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
文化旅游品牌，提升城市品位形象
与知名度的靓丽名片。

滕州红荷节
成品牌节庆

品美食、看风景、赏古镇

古古滕滕新新气气象象 荷荷花花别别样样红红

滕州市有着丰富的饮食
文化，加上挨着盛产淡水鱼
的微山湖，因此在美食方面
具 有 文 化 和 地 域 的 双 重 优
势。滕州人爱吃是出了名的，
菜 煎 饼 、羊 肉 汤 、大 肉手擀
面、辣子鸡……想要体验舌
尖诱惑，滕州不会让人失望。
作为第十届中国 (滕州 )微山
湖湿地 红 荷 节 主 题 活 动 之
一，微山湖古镇美食节不仅

将 滕 州 美食展 现 的 淋 漓 尽
致，让人大快朵颐。美食节上
的南北名吃、泰国美食、韩国
料理同样让游客大饱口福，
大呼过瘾。

家住七彩阳光城的姜新
告诉记者：“我从来都没出过
国，只能在电视上看着美味
的泰国美食、韩国料理偷偷
流口水。没想到今天竟然能
在家门口品尝到地道的泰国

美食和韩国料理，近距离品
味异域文化，圆了我这个资
深吃客的美食梦。”记者在微
山湖古镇美食节现场看到，
一家麻火烧展示区吸引了大
批外地游客驻足围观。“我是
第一次见到这种‘饼’，刚出
炉时，面粉的香气加上芝麻
的香气直往鼻里窜，我就顺
着香味找到了这里。咬上一
口，整个‘芝麻皮’脆生生地

裂开，香软可口、外酥里嫩，
真是人间美味，尽管他们说
这东西一定要趁着刚出锅的
时候吃，但我还是决定带回
去一些和家人分享。”来自江
苏 南 京 的 夏 女 士 所 说 的

“饼”，正是滕州名吃麻火烧。
经 过 和 水 面 、和 油 面 、和 发
面、包馅、刷水、沾芝麻及上
炉烤制等十几道工序，才有
了如此令人垂涎的美食。

本报枣庄8月11日讯(记者 张冬
梅 通讯员 鲁大鹏 陈振 刘海
微) 11日上午，滕州城区至微山湖
红荷景区的公交专线剪彩，这标志
着以后市民只需花3元钱，就可以从
城区坐公交到湿地游玩。

此次开通的公交线路为K207和
K209，设计了2条主线、3条镇村支线，
投资1500万元，新购置30部液化天然
气节能公交车，建设公交站点96处。
其中，K207为南路主线，从滕州汽车
西站发车，途经翔宇儿童城、瑞达化
工、金州花园等45个站点，实行双向
对开，发车时间为早班6：00点，末班
18：00点，发车间隔15分钟；K209为北
路主线，从高铁东站出发，途径朝阳
社区、张洼等51个站点，实行双向对
开，发车时间为早班6：00点，末班18：
00点，发车间隔30分钟。

记者了解到，公交线路实行一
票制，全程票价3元，IC卡九折。

从城区乘公交
直达湿地景区绿染古滕千山秀,荷映微湖满江红。每年的八月，滕州这块上善福地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盛会——— 中国(滕州)微山湖湿地红荷节。

8月10日，2013齐鲁乡村逍遥游休闲汇在滕州启动，8月11日，美丽中国乡村行山东乡村游采访活动在滕州举行开机仪式，第十届中国
(滕州)微山湖湿地红荷节亦同期举办。滕州，这座“三国五邑之地、文化昌明之邦”，在2013年的映日荷花中，绽放出了它最美的姿态。

本报见习记者 殷悦
本报通讯员 鲁大鹏 陈振 刘海微

享美食盛宴 品舌尖诱惑

万顷红荷、百里芦荡、鸥骛
翔集、碧水白帆，构成了微山湖
独有的风韵，也赋予了滕州市
中国“荷都”的美誉。春赏微湖
碧水、清风梳柳，夏游万顷红
荷、苇浪翻波，秋看绿减红瘦、
芦荡飞雪，冬观雪映微湖、万鸟
翱翔，微山湖湿地红荷风景区

不仅是体验水乡风韵、感受湿
地风情、尽览生态胜景的胜地，
也是人们休闲度假的旅游胜
地。

今年60岁的摄影爱好者孔
家伟，用镜头见证了红荷湿地
十年的发展变化。“这十年，来
红荷湿地的次数我已经数不清

了。但每次，我都会发现它新的
变化、新的美。从当初去景区坑
坑洼洼的道路，到如今红荷景
区旅游公交专线的开通，从当
初单反还是个奢侈品，到如今，

‘长枪短炮’已不足为奇，从当
初它的默默无闻，到如今它的
誉满全国，微山湖红荷湿地已

经一点一点的嵌入我们的生活
中。”孔家伟如是说。与孔家伟
相同的摄影爱好者还有很多，
他们用镜头诠释着这绿苇摇
翠、荷香四溢的动人景色，用镜
头记录下微山湖红荷湿地的
美，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感知
它的美。

游红荷湿地 赏中国荷都

中华成人礼大典、大型汉
宫乐舞表演《汉风霓裳》、少数
民族歌舞表演《中华情》、泰国
歌舞表演……11日，微山湖古
镇开放当日，就以备受瞩目、
气势磅礴的姿态给众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植根于古滕文
化魂脉，截取七千年历史烟云
中最鼎盛时代的精华，微山湖
古将东方文化的精髓淋漓尽
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微山湖古镇沿袭了传统
文化价值，诠释了东方文化魅

力，在这里既可以品特色美
食、住民族风情客栈，还可以
观看养生文化景观群、民俗展
演，建成后的微山湖古镇一定
会给滕州商业带来新的动力，
随着一站式旅游综合配套设
施的日渐成熟，微山湖古镇必
将成为滕州发展与经济的引
擎。”前来参观微山湖古镇的
市民马玉涛感慨地说。

滕州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旅游业是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朝阳产业。近年来，滕州市充
分依托滕州良好的人、文、山、
水资源优势，着力构建北部山
水生态游、西部湿地温泉游、
中南部历史文化游“三大旅游
板块”，倾力打造“墨子鲁班故
里、湿地红荷之都”的旅游品
牌，先后被评为“中国最具影
响力文化旅游百强县市”、“山
东省首批首个省级优秀旅游
城市”。去年以来，滕州市又实
施了总投资100亿元的微山湖
古镇项目，这对于做大做强微

山湖大旅游，全面提升滕州市
旅游服务业发展层次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第十届中国
(滕州)微山湖湿地红荷节的举
办，为山东旅游业发展架起了
腾飞的翅膀，为省内外游客休
闲观光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更
为全省广大县市推介旅游、扩
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兼相爱，交相利；
近者悦，远者来”。滕州这片古
老而神奇的土地必将魅力无
限、商机无限、希望无限。

诠释东方文化 领略古镇风情

红荷湾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本报枣庄8月11日讯(见习记者
殷悦 通讯员 鲁大鹏 陈振 刘
海微) 8月10日，由中共滕州市委、
滕州市人民政府和外交部中日韩经
济发展协会主办的，马世祥书画作
品展作为第十届中国(滕州)微山湖
湿地红荷节主题活动之一，在王学
仲艺术馆“己出楼”书画展厅举办。
本次作品展共展出了马世祥先生近
年创作的90余幅书画精品佳作。

马世祥字瑞之，1952年生于山东
诸城，现为北京瀚海智业集团汉和
书画院院长、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
理事、中国书画家报副主编、北大文
化艺术中心书画家、中国书协会员、
一级美术师，国家人事部人才研究
会艺术委员会委员，多幅作品被国
内外博物馆、艺术馆等机构收藏。本
次书画作品既有飘逸灵动的书法，
又有大气磅礴的写意，集中体现了
马世祥先生自然平和、清秀典雅、恬
淡简远的艺术风格。

据了解，滕州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书画名家辈出，涌现出王学仲、
马士晓等诸多书画艺术家，目前全
市拥有专兼职书画作者近万人，先
后被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市”、

“中国书画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

马世祥书画展
10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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