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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地名普查组发〔2017〕1 号 

 

 

湖北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关于公布湖北省首届“最美地名”征集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2016 年 12 月 29 日，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省政府文史馆

和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开展了湖北首届“最美地名评

选和地名故事征集”活动，印发了《湖北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

领导小组关于开展最美地名评选和地名故事征集活动的通知》

（鄂地名普查组发〔2016〕3 号）。2017 年 1 月 9 日，湖北省第

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湖北

长江报刊传媒集团、《中国地名》杂志社和《民风》杂志社联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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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评审组委会，并正式启动了征集评选活动。其中，“最美地名”

征集活动由湖北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湖北

日报网（荆楚网）具体承办，通过各市、州、县（市、区）地名

普查办的精心收集和择优推荐，并同步开展网上征集，共初选地

名 1236个。经省地名普查办、省评审组委会审核后，征集活动形

成网上候选地名 186 个，累计有 881266 人次网民通过“寻根湖

北”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真正实现了地名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贡献

了力量，并受到了江作苏、刘玉堂、沈虹光、梁必文、李辉等湖

北著名文史专家、学者一致好评。经综合网民投票、专家评分和

省地名普查办评审三方面结果，形成了十大类 100个湖北省首届

“最美地名”，现予公布。 

   湖北省首届“最美地名” 

一、最古老地名（10 个） 

荆州 Jīngzhōu                                 （荆州市） 

襄阳 Xiāngyáng                                （襄阳市） 

荆门 Jīngmén                                  （荆门市） 

江陵 Jiānglíng                           （荆州市江陵县） 

江夏 Jiāngxià                            （武汉市江夏区） 

宜城 Yíchéng                            （襄阳市宜城市） 

安陆 Ānlù                               （孝感市安陆市） 

远安 Yuǎn'ān                            （宜昌市远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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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 Gōng'ān                            （荆州市公安县） 

建始 Jiànshǐ                         （恩施自治州建始县） 

二、最人文地名（10 个） 

黄鹤楼Huánghè  Lóu                    （武汉市武昌区） 

武当山Wǔdāng  Shān                  （十堰市丹江口市） 

厉山 Lì  Shān                            （随州市随县） 

秭归 Zǐguī                             （宜昌市秭归县） 

赤壁 Chìbì                              （咸宁市赤壁市） 

莫愁湖Mòchóu  Hú                      （荆门市钟祥市） 

古琴台 Gǔqín  Tái                       （武汉市汉阳区） 

昙华林 Tánhuá  Lín                     （武汉市武昌区） 

米公祠 Mǐgōng  Cí                      （襄阳市樊城区） 

长坂坡 Chángbǎn  Pō                    （宜昌市当阳市） 

三、最生态地名（10 个） 

神农架 Shénnóngjià                        （神农架林区） 

东湖 Dōng  Hú                 （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 

梁子湖 Liángzi  Hú                     （武汉市、鄂州市） 

清江画廊 Qīngjiāng  Huàláng          （宜昌市长阳自治县） 

大九湖 Dàjiǔ  Hú                         （神农架林区） 

天堂寨Tiāntáng  Zhài                    （黄冈市罗田县） 

神农溪 Shénnóng  Xī               （恩施自治州巴东县） 

三峡人家 Sānxiá  Rénjiā                 （宜昌市夷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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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山 Mùlán  Shān                    （武汉市黄陂区） 

大洪山 Dàhóng  Shān                     （随州市随县） 

四、最传统地名（10 个） 

孝感 Xiàogǎn（孝感市） 

明显陵 Míngxiǎn  Líng                  （荆门市钟祥市） 

古隆中 Gǔlóngzhōng                      （襄阳市襄城区） 

五祖寺 Wǔzǔ  Sì                        （黄冈市黄梅县） 

卓刀泉 Zhuódāo  Quán                   （武汉市洪山区） 

牌坊村 Páifāngcūn                       （襄阳市襄城区） 

粮道街 Liángdào  Jiē                     （武汉市武昌区） 

百福司 Bǎifú  Sī                     （恩施自治州来凤县） 

梦泽湖 Mèngzé  Hú                      （孝感市云梦县） 

米埠 Mǐ  Bù                            （咸宁市嘉鱼县） 

五、最励志地名（10 个） 

七里坪 Qīlǐ  Píng                       （黄冈市红安县） 

首义路 Shǒuyì  Lù                      （武汉市武昌区） 

三峡大坝 Sānxiá  Dàbà                  （宜昌市夷陵区） 

汀泗桥 Dīngsì  Qiáo                    （咸宁市咸安区） 

胜利坪 Shènglìpíng                      （宜昌市兴山县） 

精武路 Jīngwǔ  Lù                      （武汉市江汉区） 

读书台 Dúshū  Tái                      （荆门市东宝区） 

磨针井 Mózhēn  Jǐng                   （十堰市丹江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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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寨 Déshèng  Zhài                   （黄冈市麻城市） 

创业塆 Chuàngyèwān                    （黄冈市蕲春县） 

六、最诗意地名（10 个） 

鹦鹉洲 Yīngwǔ  Zhōu                   （武汉市汉阳区） 

紫霄宫 Zǐxiāo  Gōng                  （十堰市丹江口市） 

放鹰台 Fàngyīng  Tái                   （武汉市武昌区） 

遗爱湖 yí’ài  Hú                        （黄冈市黄州区） 

西塞山 Xīsāi  Shān                     （黄石市西塞山区） 

鸣凤山 Míngfèng  Shān                   （宜昌市远安县） 

桃花岛 Táohuā  Dǎo                    （襄阳市樊城区） 

文笔塔 Wénbǐ  Tǎ                    （十堰市丹江口市） 

龙泉山 Lóngquán  Shān                  （武汉市江夏区） 

月亮湾 Yuèliàngwān                      （襄阳市南漳县） 

七、最乡情地名（10 个） 

望家 Wàngjiā                           （宜昌市远安县） 

货郎湾 Huòlángwān                     （荆门市沙洋县） 

姑嫂树Gūsǎoshù                         （武汉市江汉区） 

洗马池 XǐmǎChí                          （荆州市荆州区） 

借粮湖 Jièliáng  Hú                     （荆门市沙洋县） 

陪嫁垭 Péijiàyā                     （恩施自治州巴东县） 

织布街 Zhībù  Jiē                       （宜昌市猇亭区） 

舍米湖 Shèmǐ  Hú                   （恩施自治州来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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篾匠道子 Mièjiàngdàozi                  （襄阳市襄城区） 

小叔岗 Xiǎoshūgǎng                     （襄阳市襄州区） 

八、最形象地名（10 个） 

牛肝马肺峡 Niúgānmǎfèi  Xiá             （宜昌市秭归县） 

龟峰山 Guīfēng  Shān                   （黄冈市麻城市） 

薄刀峰 Báodāo  Fēng                    （黄冈市罗田县） 

仙人渡 Xiānrén  Dù                     （襄阳市老河口） 

神笔峰 Shénbǐ  Fēng                （宜昌市五峰自治县） 

五指山 Wǔzhǐ  Shān                    （宜昌市秭归县） 

蜂笼寨 Fēnglóng  Zhài                  （宜昌市夷陵区） 

睡佛山 Shuìfó  Shān                    （宜昌市兴山县） 

香炉石 Xiānglú  Shí                 （宜昌市长阳自治县） 

锣圈岩 Luóquān  Yán               （恩施自治州宣恩县） 

九、最生僻地名（10 个） 

猇亭 Xiāo  Tíng                        （宜昌市猇亭区） 

奓山 Zhā  Shān                        （武汉市蔡甸区） 

垚儿岩Yáo'ér  Yán                       （宜昌市远安县） 

乌玍山Wūdú  Shān                      （荆门市钟祥市） 

奤子岗 Tǎizi  Gǎng                     （宜昌市猇亭区） 

礓䃰子湾 Jiāngcāziwān                    （宜昌市宜都市） 

侴潭 Chǒután                            （荆州市沙市区） 

冚爹陈家 Kǎndiēchénjiā                  （咸宁市赤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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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砦 Tiě  Zhài                         （孝感市大悟县） 

溾水 Wēi  Shuǐ                         （荆门市京山县） 

十、最幽默地名（10 个） 

东西湖 Dōngxī  Hú                   （武汉市东西湖区） 

三十六把刀 Sānshíliùbǎdāo                （神农架林区）           

八卦嘴 Bāguàzuǐ                      （黄石市西塞山区） 

王四五六塆 Wángsìwǔliùwān             （黄冈市蕲春县） 

对我来 Duìwǒlái                        （宜昌市秭归县） 

钉耙店 Dīngpádiàn                      （荆门市掇刀区） 

菢鸡母湾 Bàojīmǔwān                   （孝感市应城市） 

退三步 Tuìsānbù                          （神农架林区） 

捉鸡城 Zhuōjīchéng                     （武汉市黄陂区） 

柜门关 Guìménguān                      （襄阳市谷城县） 

 

     

湖北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2017 年 6月 14 日   

  

 

 

 

 



 

      — 8 — 

 

 

 

 

 

 

 

 

 

 

 

 

 

 

 

 

 

 

 

 

抄送：国务院地名普查办；省政府办公厅。 

湖北省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          2017年 6月 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