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你给我一天，
我给你长寿

映 天 池 长 寿 岛映 天 池 长 寿 岛
————大自然馈赠给随州的瑰宝大自然馈赠给随州的瑰宝

西游记公园、漂流、银杏谷景区
对外招商引资的几个特点:

1、投了一期又投二期，(一期建设
项目有：西游记玻璃桥，投资额 3000
万 元 ；漂 流 极 限 运 动 项 目 ，投 资 额
6000 万元；二期将建水滑道和七彩滑
道，投资额 3000 万元)，创造了一个有
钱大家赚，双方都满意的共享共赢模
式。

2、自己投了又带来了其他项目
投资人：包括已完工的丛林穿越、亲
子枪战和正在施工的冰雪世界、萌宠
动物园等,合计投资超过 5000 万元。
同时还引进了直升飞机和热气球业
务，以及梦幻灯光艺术节和水幕电
影，总投资额达 6000万元。

3、第二波投资人又推荐第三波
投资项目 (琵琶湖水上娱乐项目)，还
有正在洽谈引进的 AR 虚拟现实及全
息电影等高科技项目和游乐设施等。

4、银杏谷景区又吸引了“白果宿

下”“银杏山居”民宿项目和拍摄《梦
遇听訞》电影等 3000多万元的投资。

5、这些投资项目具有高度专业
化，市场化和高回报率，他们在全国
有多个成熟的基地，有一套成熟的运
营模式，且个个都是经营能手，赚钱
高手。

6、引进项目都进行了西游记主
题文化和随州地域文化的植入与创
新。

7、我们引进的不仅仅只是资金，
还有观念、思想、市场、人脉、资源和
新的模式。真是谁掏钱谁操心，谁家
的孩子谁心疼。

8、玉龙旅游已经成功转型为一
个品牌和平台。由重资产向轻资产
经营转化，由资源价值向市场价值转
化，由量变到质变转化，形成了发展
中的“马太效应”。如果没有招商引
资，或许也就没有玉龙旅游今天扭亏
为盈的局面。

（一）西游记漂流（主题定位：亲子互

动漂）

西游记漂流在华中地区已经成为一
个成熟的品牌，游客、市场不成问题，困绕
着景区的主要问题是漂流缺水，人均用水
量过高，存在年年正值游客高峰时期出现
断水的尴尬局面，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我
们通过三项措施落实：

1、两人船换四人船，仅此一项接待量
可以增加一倍，人均用水下降一半。

2、漂流河道新建若干个翻板坝。可
以拦截漂流后的余水，每天节水 1 万多立
方，相当于每日可以增加 1500 人的漂流
体验量。

3、在起漂点新建候船综合楼。过去
起漂点候船长廊只能容纳 400 人，新建的
候船楼按照出发层、放船层、候船层 3 层
立体枢纽，一次性可以容纳 7000 人，具有
国内一流舒适度和体验感，号称中国漂流
界的“大兴机场”。

过去西游记漂流人平耗水量 23 立
方，通过一系列技术改造提档升级后，人
均耗水量将降到 8 立方以下，预计可以年
接待 60 万人次，效益也比过去能增加两
倍以上。

（二）西游记公园:（主题定位：亲子

游）

1、依靠原省委大院、张体学纪念馆、
江汉军区、江汉公学、江汉日报纪念馆等
红色资源，成立随县张体学红色文化培训
基地，对原省委大院进行改造升级，与公
园进行空间隔离，达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的必要条件。

2、改造设立研学游基地(新增学生床
位 1000张)，正在申报国家级研学基地，拓
展省内外的研学游市场。

（三）中国千年银杏谷（主题定位：爱

情圣地）

1、确立银杏谷为赤水之女，炎帝之妻
听訞故里。

2、挖掘炎帝听訞木石情缘、千古之恋
的爱情故事。

3、确定银杏谷的爱情主题。
4、确立电影、电视和摄影写生基地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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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招商引资

——创新发展模式

地级随州市经过 20年的发展壮大，文旅产业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特别是对景区周边农民的脱贫致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客观
的说，随州文旅产业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拉动作用毕竟有限，没有成为随州地区的支柱产业，突出的表现是“双周”经济，即旅客局限于周边地
区，时间仅限周未出游，而游客像潮水一般进退让文旅企业无所适从。

十年磨一剑，玉龙旅游己经由追求景区数量到追求品质效益，塑造 IP品牌，特别是对映天池长寿岛的市场价值充满信心，充
满期待，充满向往。玉龙旅游虽然深耕随州文旅十几年，2019年已连续四年市场年游客接待量达到 100
万人次，为了进一步促推随州文旅产业的发展壮大，2020年开始我们将通过新景区开业、对外招商引资和

对内挖潜改造三大举措，力争年游客接待量由 100 万人次向 200 万人次冲刺。
2019年底“汉十高铁”的开通，随州进入高铁时代，这是打造旅游目的地城

市的良好契机。我们将协力打通武汉黄鹤楼，随州
长寿岛，十堰武当山和西安兵马俑这条黄金旅游线

路，为使随州成为优秀的
旅游城市而奋斗。

二
重新定位

——挖掘内部潜力

映天池（人间瑶池，主题定位:生态体验游）

景区一期占地 7000 亩，计划今年上半年试营业。她将成为玉龙旅游最大的
亮点、爆发点和增长点；她是大自然馈赠的瑰宝，也是上天对玉龙旅游的眷顾，必
将成为玉龙旅游的核心吸引物，甚至可以说她是玉龙旅游的希望，也是随州旅游
的机遇，更是玉龙旅游的收官之作。

映天池生态农业体验区的特色：美景、美食——从骨子里渗透瑶池天宫美景
和长生不老的神话基因。让大自然的美妙、让老天爷的祝福，成为人们来随州的

理由，“走！到随州我能长寿”
成为时尚。

映天池市场价值：一是游
客喜欢“福禄寿喜财”吉祥文
化，出门在外，图的就是一个高
兴;二是越来越崇尚自然，信奉
天意，认为天赐“长寿”，必有长
寿之道！喜欢老天爷和老祖宗
留下的东西，三是差异性，唯一
性，有了“长寿”和“长生不老”
这个资源，映天池在众多湖泊
中就是万里挑一，身价百倍。

映天池一期项目为琵琶湖
临水区，我们将实行最严格的
环保措施，一是新的建筑一律
规划在水库流域外；二是历史
遗留的老建筑产生的污水，用
污水泵排放到流域外处理后排
放；三是新购游船一律采用电
动船，杜绝一切污染源。

映天池主要对标景区为杭
州千岛湖和信阳南湾湖两个景
区（她们都既是饮用水源地，又
都是 A 级旅游景区）。水不在
大，岛不在多，有仙则灵。而从
这个角度讲，映天池的资源禀
赋要远远优于以上两个湖泊。

映天池一期项目规划日最
大接待能力为 6000 人，年游客

量为 100万人次，开业后将使玉龙旅游在时间上形成春夏秋冬的时令循环，在空间
上将形成区域联动互补的串联局面，而且首次规划了旅游康养地产，增加了收益
的空间维度，使玉龙旅游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映天池是镶嵌在大洪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颗璀
璨明珠。承雨面积 157 平方公里，水面 9000 余亩，库容 1.2
亿立方米，岛屿 99座。

这里湖水清澈，碧波万顷，峰峦叠翠，曲径通幽，水光
山色，美不胜收，天上白鹤飞鸣，空中白云朵朵，水面银光
灿灿，令人勾魂摄魄。

映天池有三大景:即应天寺、映天池和印天岛。
应天寺依山而建，佛殿金碧辉煌、肃穆庄严，佛门净地

香火袅袅，是祈求上苍保佑、寻幽访古、朝拜进香的圣地。
映天池仙气弥漫，波光粼粼，好一幅人间仙境，有上百

支湖泊分支，其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有“长、生、不、老”四个
分支，真是巧夺天工，美轮美奂，正所谓“水不在多，有仙则
灵”。

印天岛为映天池上九十九座岛屿的总称，最具观赏游
览价值的是其中六座岛屿，他们分别是长寿岛、明珠岛、松
鼠岛、白鹤岛、灵山岛和火山岛。

明珠岛相传是随国夜明珠产生的岛屿，他能给人带来
光明幸运；松鼠岛上有成百上千的松鼠，相传是托塔李天
王义女白鼠精修炼成精的宝地；白鹤岛上有无数的白鹤，
相传是王母娘娘的贴身侍女白鹤仙子追寻爱情之地，至今

留下许许多多的子孙；火山岛是一个巨大的火山瀑布，相
传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打翻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形
成的；灵山岛是应天寺的佛门净地，是供游人烧香拜佛的
地方。

六岛之中最神奇，最美妙，最有灵气，最具核心价值的
是长寿岛，他的总面积为九百九十九亩，由九个半岛组成，
又分为上五岛和下四岛，上五岛也叫蟠桃五岛，他刚好是

“寿”字的上半部，下四岛为仙茶岛，仙茶四岛恰巧又象
“寿”字下半部的寸字旁，而更为登峰造极的是“寿”字中间
的池水恰恰是个“长”字，九岛筑“寿”，山水画“长”，鬼爷神

工，天造地设，构成“长寿”二字，神来之笔龙飞凤舞，上帝
之手一气呵成，“长寿”主题上天注定。

由于长寿岛的特殊地形地貌，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的
价值，因此成功地申请了“世界纪录”证书。

“映天池”植被茂密，空气中负氧离子高达 50000 个/
cm3，水质清澈优良，是一级饮用水源，土地及农副特产品
中富含硒、锌、锗等人体稀缺的微量元素，堪称生态净地，
甜甜的空气甜甜的水，养心养肺还养胃，是一块可遇不可
求的养生长寿之地，所以民间有“君见”“长寿”岛，即为“长
寿人”的说法。

映天池 (原名琵琶湖)

一、山岭沟壑纵横地貌书写的“长寿”，是大自然地质结构长期演
变的结果，是大自然对随州的馈赠和眷顾，可遇不可求，是得天独厚
的旅游资源。

二、上世纪 60 年代兴建琵琶湖水库无心插柳，却使“长湖寿岛”
泾渭分明，“长生不老”隐身山湖之中。说来奇怪，几十年过去了，修
水库的人和水库管理者却都没有发现这个秘密。

三、1974 年，洪山政府兴办琵琶湖茶园，在湖西岸系列半岛上种
茶 999 亩。长满绿茶的半岛格外醒目，与周边林山形成鲜明对照。
这一系列半岛书写的“寿”字经过绿茶显影美轮美奂。令人匪夷所思
的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寿”岛上种茶? 而且开发茶园的当事人
及后来茶园管理者都没有认出“寿”字来。

四、二十一世纪初，随州大力发展旅游，琵琶湖建成 3A 级景区。
十几年的经营，景区业主始终未发现位于湖西岸的茶园“长寿”资源，
景区范围仅局限于湖东岸。机缘巧合，迄今为止，我公司发现的琵琶
湖所有潜在资源都在西岸，西岸是一块风水宝地，灵山秀水之间留下
众多宝藏，蕴含着巨大的市场价值。

五、位于西岸的琵琶湖茶园几经辗转，多次易手，最终由玉龙公
司收购。在收购茶园的前后，还收购和流转了茶园周边 7000 余亩的
岛屿。

六、玉龙旅游公司购买琵琶湖茶场以来，通过六年多的时间慢慢
琢磨品味，才发现了这些秘密，找到了她的文脉、地脉。茶园“寿”岛
间含“长”字形湖汊。如果说“九岛书寿”是奇迹的话，那么“寿中有

长”更是奇迹中的奇迹。而且稍加组合就成为“我能长寿”了。湖西
水岸线婉转，半岛湖汊书写的“长生不老”四字栩栩如生，这是大自然
的造化，正应了那句“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诗句。
由此，公司成功申请到了“世界纪录”。

七、自然造物，这一系列半岛书写的“寿”字千米见方，尺寸恰到
好处，大了不能入镜，小了没有气势。“寿”岛地势，西高东低。而东南
200米处的明珠岛，是观赏“寿”岛的最佳位址。在此规划建一座一百
五十米高的观景塔，鸟瞰仙茶园，可让人眼前一亮，“长寿”二字扑面
而来，使人受到极大地冲击和震撼，无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长寿岛”是老天爷和老祖宗的杰作，是天人合一的典范，是若
干个巧合之中的巧合，何时呈现，也许这本身就是天意。

当年随侯郊游，见蛇受伤而救之；伤愈，献夜明珠；夜烛宫室，传为随侯珠。楚国为夺宝珠灭了随国，回去路过大洪山宝
珠显灵，飞入出生之地。自此，湖泊如镜浮空，倒映瑶池，而名映天池。

王母娘娘发现后，令侍女白鹤仙子下凡取回夜明珠供天上神仙欣赏，可是，夜明珠到了天庭却暗淡无光。王母娘娘恍
然大悟，夜明珠乃人间山水所育灵物，到了天上无法报养育之恩，忧伤而失去了光芒。于是，王母拿起权柄朝凡间一戳，万
道光芒过后，映天池变成了“瑶池大印”，山水形态与瑶池一模一样，蟠桃岛、仙茶岛、长寿岛、长生不老池等应有尽有，地天
相映，两池同辉。见自己原来的福荫之地经王母点化成了人间瑶池，夜明珠一高兴又恢复了原有的光华。这就是“明珠报
恩，王母赐寿”的传说。

自映天池成为人间瑶池以后，仙气弥漫，盛产仙茶、鲜鱼和蟠桃，品尝的人都能长寿，因此，大洪山地区成了世界著名的
长寿之乡。

缘 分

映天池的传说

▲ 漂流候船枢纽

▲ 千年银杏谷听妖形象

▲ 凌云渡玻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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