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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全城联动 畅享福地金汤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24 日下
堂文化气氛浓郁。本次活动还举行
午，第十二届温泉国际旅游节鼓楼 “我为温泉代言——汤客说”上线仪
分会场暨 2021 鼓楼温泉文化节在温
式。在“攀讲”微信公众号上开辟
泉公园启动。
“汤客说”版块与报名页面。未来的
鼓楼是福州温泉的核心区，市
两个月，
“ 汤客说”将召集十佳入围
区温泉日出水量最多、温度最高的
汤客，由他们和其他达人带着市民
均位于鼓楼区。挖掘鼓楼温泉底 “云泡温泉”，体验汤客心中的福州
蕴，也成为本届活动的主要任务。 最美温泉馆。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专门设置了
围绕本次活动，鼓楼区各个温
温泉文化展示区、温泉管道迷宫、温
泉旅游景区也推出优惠活动，源脉
泉文化互动体验区，方便市民了解
温泉、福龙泉国际温泉水会、福龙泉
福州的温泉文化与知识。活动还推
澡堂、榕泉国医馆、三山座澡堂、新
出鼓楼温泉手绘地图，展示鼓楼温
沂泉澡堂、德天泉澡堂都推出了“一
泉点位井分布，方便市民在冬日感
元抢泡·百万特惠”系列活动，从 11
受鼓楼温泉的暖意。
月 24 日到 12 月 31 日，通过抖音直
鼓楼区承载着福州温泉 1700 多
播、线下邀请和现场互动方式邀请
年的历史，温泉爱好者群体庞大，澡
市民、游客一元体验温泉魅力。

驻华使节带来异国特色的纪念品。
驻华使节带来异国特色的纪念品
。本报记者 邹家骅摄
里第一次体验温泉，感觉非常不错。
他希望疫情之后两国旅游方面的交
流合作越来越多。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福州温泉
联名体验卡”——泉福卡，市民可关
注微信公众号温泉圈领取，即可享受
合作温泉景区权益范围内每个商家
半价门票折扣优惠。
“本届温泉旅游节推动了温泉旅
游产业的新发展，
为温泉旅游、
温泉康
养以及‘温泉+’系列产业带来活力。

我们将依托此次活动，将福州打造成
为温泉旅游产业与国际接轨、在国内
高度知名的目的地城市。
”
福州市旅游
协会会长韩鸣表示，本届温泉旅游节
的亮点之一是设置了4个分会场，
每个
分会场的主题都不同，通过“一心多
点”在福州各大温泉景区开展温泉旅
游节活动，充分展示福州温泉资源的
优势，
持续做热福州温泉旅游市场。
现场还通过直播的方式连线鼓楼
区、
闽侯县、
闽清县、
连江县的温泉旅游

节活动，突出福州温泉资源的优质特
性和丰富选择性，展现了福州独有的
“山、
城、
江、
海”
空间布局，
带动区域旅
游经济和生活体验融合发展，全方位
助力福州打响
“中国温泉之都”
品牌。
活动期间，源脉温泉、闽侯首邑
温泉度假区、贵安温泉、溪山温泉、福
龙泉澡堂、榕泉国医馆等 12 家温泉企
业特别推出“一元抢泡·百万特惠”活
动，让广大市民和来榕游客一起体验
温泉，
活动时间将持续 1 个月。

来闽侯
“一站式”
体验
“闽式生活”
本报讯（记者 冯雪珠）24 日下
午，第十二届福州国际温泉旅游节·
闽侯县旅游发展大会暨闽式生活畅
享季启动仪式在凤翔首邑温泉度假
村举行。
活动以温泉+美食为主题。现
场，光饼、海蛎饼等闽派小吃齐齐亮
相，闽侯当地的白沙脐橙“一橙多吃”
吸引不少嘉宾关注。

■更多资讯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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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城中汤 享鼓楼福

第十二届福州国际温泉旅游节在永泰开幕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24日，
第十
二届福州国际温泉旅游节在永泰开
幕。作为第七届海丝国际旅游节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届福州国际温泉旅游
节以
“福地金汤 幸福泉”
为主题，
在永
泰设置主会场，
与鼓楼、
闽清、
闽侯、
连
江等县区 20 个温泉景区联动，
开展主
题多样的温泉节分会场活动。
启动仪式现场，富有永泰特色的
歌舞节目接连上演，向来宾展示永泰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风采，彰显
永泰“中国温泉之乡”
的城市形象。
永泰温泉利用已有 1000 多年的
历 史 ，全 县 温 泉 储 量 占 福 州 市 的
18.4%，为福州各地之首。近年来，永
泰致力开展“温泉+生态”
“ 温泉+旅
游”
“温泉+康养”等项目，开辟了旅游
带动乡村振兴的新模式。本次温泉
旅游节，永泰还推出温泉康养体验互
动活动、以永泰各大温泉景区为主串
联各景区的两天一夜自驾游活动。
“过去 20 年，中国温泉以发展观
光型、
休闲型旅游为主，
未来温泉将会
回归到以健康旅游为主，
医养温泉、
康
养温泉将成为主要趋势。”启动仪式
上，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副会
长王捷分享了对于疫情当下温泉旅游
产业发展的看法。
“ 福州温泉历史悠
久，已全面融入市民生活。温泉生活
方式将成为福州文旅发展的大 IP。
”
俄罗斯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叶戈
罗夫也表达了他对福州温泉的喜
爱。他说，这是他首次到福州，在这

党报热线 83751111

“为配合活动，我们特意用白沙
脐橙做了蛋糕、慕斯、果冻布丁。”甜
点师刘炜介绍。
“有一丝丝橙子的酸苦味，能吃
出是新鲜的脐橙做的。”现场，品尝了
脐橙布丁的蔡女士说，之前泡温泉一
般接触到的是烧烤等食物，如果有这
样的脐橙制品，
她很愿意尝试。
“我们计划推出首邑温泉脐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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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节，让更多游客在泡温泉的同时，
品尝到美味的白沙脐橙及其制品。”
凤翔首邑温泉度假村营销部经理洪
杭美说。
本次活动还与闽越水镇等景区
联动举办。温泉国际旅游节期间，闽
越水镇以汉服游园活动为主体，在整
个闽越水镇活动街区布置闽越文化
氛围，游客可穿汉服、逛闹市、尝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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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体验“闽式生活”。
“温泉+美食是常规做法。我们
根据市场反响倡导‘闽式生活’，将古
厝、民俗、温泉文化等元素融入旅游
线路中。”闽侯县旅游风景区管理处
主任陈景清介绍，市民游客可以通过
泡福汤温泉、品特色美食、体验闽味
风俗等形式，感受闽侯旅游资源的文
化品位和内涵，
畅享“闽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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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向市民介绍温泉澡堂老物件。
志愿者向市民介绍温泉澡堂老物件
。本报记者 池远摄

闽清温泉啤酒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 林瑞琪）作为第
十二届福州国际温泉旅游节分会场
活动之一，24 日，闽清温泉啤酒节在
塔庄镇七叠温泉举行。活动以“温
泉+啤酒”为主题，在闽清县多个温
泉景区联动开展。
伴随着激昂的鼓舞，温泉啤酒
节正式拉开帷幕。现场，闽清县文
体旅局为到场嘉宾、游客介绍闽清
悠久的温泉文化与优质温泉资源，
并推出旅游线路。据介绍，闽清辖
区内有“天下温泉第一溪”黄楮林、
“高山温泉第一汤”福建豪业七叠温
泉，以及园林式的大明谷温泉。其
中，七叠温泉出水口海拔 400 余米，
是福建省内已开发的海拔最高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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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成为高山温泉的一大奇观。
当天，作为本场活动的另一“主
角”，口袋精酿啤酒摊位前人气满
满。口袋精酿啤酒厂是坐落于七叠
温泉不远处的一座集种植、酿造、观
光、休闲于一体的田园风光体验式
工厂。此次活动上，口袋精酿带来
了其主打产品“一田茉莉小麦”，以
及近期结合永泰特产推出的“乌梅
拉格”等多款精酿酒品，引来游客畅
饮。
“这是我第一次来闽清，不光山
好水好空气好，没想到还有这么好
的酒。”游客李伟恩告诉记者，当天
品尝到的啤酒泡沫细腻，既有花香
又有麦香，
口感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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