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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徽徽文文旅旅六六大大特特色色板板块块之之

皖北，我省唯一的“一带一路”经过地区，处在
南下北上、东进西出的战略要地。这片神奇的土地
造就了淮河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楚
汉文化、淮河文化、老庄文化交流碰撞；管鲍之交、
楚汉争雄等传奇故事千古传扬；八里河、花戏楼、
寿县古城诉说着悠悠历史；符离集烧鸡、淮南牛肉
汤、沱湖螃蟹等特有风味让人难以忘怀……

不久前举行的 2021 “美好安徽·传奇皖北”文
旅产品线上发布推介会上，围绕“传奇人物、传奇
故事、传奇景区、传奇线路、传奇美食”，安徽文旅
“六大特色板块”之一的“传奇皖北”文旅新名片精

彩亮相，进一步推进了皖北文旅高质量发展，让游
客充分领略到皖北的历史、文化、自然和生态之美。

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数千年来无数传奇在
皖北这片热土上演绎和流传。 如今，随着全省文
旅业态发展的持续向好，皖北地区依托自身历史
文化底蕴和特色资源，提质升级、融合发展，创新
打造了一批文旅特色品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走进皖北、认知皖北、留恋皖北，皖北文旅品牌影
响力愈发深入人心。

美好安徽，传奇皖北，正张开热情怀抱，欢迎
四海宾朋的到来。

亳州花戏楼。

阜阳颍上八里河景区。

“传奇皖北———
古城文化之旅”：

蚌埠涂山 -垓下古战
场-淮南寿县古城-寿春楚
文化博物馆-阜阳管仲老
街、 尤家花园-亳州北关历
史街区-淮北临涣古镇。

“传奇皖北———
精品景区之旅”：

淮北相山公园-宿州新
汴河-蚌埠龙子湖-淮南八
公山-阜阳八里河-亳州花
戏楼-亳州曹操地下运兵道。

“传奇皖北———
缅怀先烈红色之旅”：

阜阳千里跃进大别山纪
念馆-亳州烈士陵园-宿州萧
县蔡洼淮海战役总前委旧
址-淮北淮海战役双堆集烈
士陵园-蚌埠孙家圩渡江战
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淮南
上窑森林公园新四军纪念馆。

“传奇皖北———
生态养生之旅”：

阜阳八里河-利辛县西淝
河湿地公园-淮南焦岗湖-蚌
埠三叉河湿地-宿州皇藏峪国
家森林公园-淮北市南湖-亳
州华佗百草园-亳州林拥城。

“传奇皖北———
欢乐亲子之旅”：

亳州汤王温泉水上乐园-
亳州曹操地下运兵道-蚌埠海
洋乐园-蚌埠热浪岛-淮南八
公山-阜阳尧泰汉海海洋公
园-临泉哪吒闹海水世界。

“传奇皖北———
酒文化研学之旅”：

亳州古井酒文化博物
馆-阜阳金种子文化产业
园-蚌埠皖酒集团-淮北口
子文化博览园。

“传奇皖北———
寻味美食之旅”：

阜阳八里河-亳州花戏
楼-淮北隋唐运河古镇-宿
州五柳风景名胜区-蚌埠市
张公山公园。

符离集烧鸡：
中华四大名鸡之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色佳味美，香气扑鼻，肉烂脱骨，嚼有余
香，肉质紧而不柴，肥而不腻，具有“酥、香、
软、烂”的特点，传承百年，老少咸宜。

亳州药膳：
药桂焖甲鱼、药膳吉祥牛双煲、双甲锦

囊鸡、桔梗辽参汤……“亳州药膳”讲究特
色菜肴与中医药文化的完美结合， 既追求
形式，又强调口味，来药都，逛药市 ，用药
膳，尽情品味中药百草带来的味蕾享受。

淮南牛肉汤：
一勺入口，鲜香爽辣。 小小一碗，味道醇

厚。 牛肉和卤料一道进锅，炆炖数小时至松
烂，汤味饱满，让牛肉牛骨里的风味物质充
分释放。 透过汤的氤氲，回望淮河岸边的千
年传奇，品味人间烟火气，感悟一方水土情。

阜阳枕头馍：
选精细白面揉和百遍， 铁锅文火蒸制

而成。 “形似枕头白如玉， 香甜筋道焦黄
金”：馍焦金黄，厚达半寸；馍瓣洁白，层层
相包。 入口香酥柔润，耐嚼松软，粗犷而优
雅，堪称“馍中之王”。

沱湖螃蟹：
在蚌埠五河， 人们食蟹最早可追溯到

汉朝， 相传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在沱湖品蟹
赏菊。 沱湖作为皖北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为

螃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
境，并促成了其青背、
白肚、黄毛、金爪，
膏丰肉满 、营
养丰富的特
点， 是名
副其实
的 “中
国 十
大 名
蟹”。

大禹：
姒姓，名文命。 大禹在涂山

（今属怀远县）劈山导淮治水，召
会诸侯，娶涂山氏女为妻，留下
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

姜尚：
字子牙，东海边（今临泉县）

人，齐国缔造者，西周开国元勋，
中国古代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
与政治家，被尊为“百家宗师”。

管仲：
颍上人， 春秋初齐国政治

家，在齐国力行改革，助齐桓公
“尊王攘夷”号召诸侯，成五霸
之首。

老子：
字聃，今涡阳人。中国古代

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
家，被尊为“道教始祖”。

庄子：
今蒙城人， 名周， 字子休

（沐），道家学说主要创始人，与
老子并称“老庄”。

刘安：
西汉淮南王，生于淮南国寿

春县 （今寿县）， 汉高祖刘邦之
孙，西汉时期思想家、文学家，代
表著作《淮南子》等。

曹操：
今亳州人，建安文学代表人

物，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其子
曹丕称帝后追封其为武皇帝。

嵇康：
字叔夜，谯国铚县 （今濉

溪县）人，三国时期著
名文学家 、 思想
家 、音乐家 ，世
称 “ 嵇 中
散 ”，竹林
七 贤 之
一。

管鲍之交：
春秋时， 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

知最深，二人曾一起经商，后各自辅
佐齐国公子。齐桓公囚管仲，鲍叔牙
知管仲之贤，荐其代己，齐国因管仲
治理而日渐强盛，后人常以“管鲍之
交”比喻交谊深厚的朋友。

皇藏天洞：
楚汉争雄，刘邦兵败至黄桑峪，

绝壁挡道，仰天长叹“天亡我也”。忽
峭壁现出一洞，攀入洞中，恰一巨石
从天而降挡住洞口，并有蜘蛛结网。
项羽来到，兵卒寻得此洞，禀道：“该
处有一洞，但蛛网未破，人不得入”，
刘邦躲过此劫。 而黄桑峪后来便被
改名为“皇藏峪”。

地下神兵：
三国时期， 曹操在家乡亳州修

筑地下军事防御战道，经纬交织，纵
横交错。面对强敌，曹操常把部分士
兵用地道暗送出城， 再从城外开进
城内，反复多次，迷惑敌人，最终取
得了战争胜利。

撒浆成玉：
豆腐，有“软玉”之称。

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好
道，不惜重金炼丹。 一
日， 刘安不意间将手
中豆浆泼到炼丹用
的一小块石膏上。
不多时石膏消失，
豆浆却变成一摊白
生生、 嫩嘟嘟的东
西。 旁人大胆品尝，
顿觉可口。 刘安遂命
人把石膏碾碎搅拌到
豆浆里， 结出同样美味，

“八公山豆腐”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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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坝：
位于淮河中上游分界处，有“千里

淮河第一闸” 王家坝闸和库容 7.5 亿
立方米的淮河蒙洼蓄洪区， 在淮河防
汛史上举足轻重。 正是王家坝人的无
私牺牲和奉献， 换来了整个淮河流域
的安澜。 “王家坝精神”是几代人奋斗
积累的宝贵财富， 是淮河儿女精神风
貌的真实写照。

八里河：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融中西建

筑于一体， 尽显建筑文化和园林文化
魅力。 游客可行走栈桥，览万顷碧波；
可乘坐舟船，阅十二花岛；可尽览明清
古宅，赏斗拱飞檐。这里是大自然的恩
赐，“天下第一农民公园”。

花戏楼：
穿越 300 多

年来看你———
因建筑体现
的戏文及
砖 雕 、
木雕 、
彩 绘
而 闻
名 的
“花戏
楼 ”，
始建于
清 顺 治
年间，后又

多次续建。 如
果说亳州是个美

人， 那花戏楼就是它
身上的凤冠霞帔，雕刻的是

历史典故，描绘的是美好生活。

寿县古城：
楚文化的故乡，中国豆腐发祥地，

“淝水之战”古战场———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寿县， 战略地位和地理环境决定
了寿县古城独特的道路与水系布局，
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
这里胜迹宏博，文化独特，山、水、城交
相辉映，恰似一幅水墨画卷，令人情思
遐想。

隋唐运河古镇：
皖北的运河文化久远厚重， 古镇

全面再现隋唐大运河时期丰富的建
筑、文化、艺术、科技及社会价值，景区
以运河文化为核心， 结合淮北地域文
化、隋唐以及中原文化，呈现出独特且
丰富的运河古镇风采。

寿县古城。。

宿州

皇藏峪。

曹操地下

运兵道景区。

蚌埠沱湖

螃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