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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

发〔2009〕4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62 号、《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 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政

策文件法律法规的发布，中国旅游业和高职教育事

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5 年已然是这项事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年。值此创刊《辉旅游行业资讯》，以期立足

旅游高职教育平台，引导学生关心、关注旅游行业

发展态势，增强学生抓取行业前沿资讯意识和实际

动手能力，强化学生资料搜集、文本编辑、期刊设

计等技能，调动学生自发、自主、自觉提升自我价

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

本刊主编李辉自 2001 年从事旅游高职教育以

来，处处关注旅游行业与时发展，时时思考旅游高

校教研改革，拟为旅游业、旅游教育事业贡献绵薄

之力......乃成：【辉旅游教育】。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是辉旅游的职业理念！

愿以【辉旅游教育】总体思路为指南，以电子期刊

为平台，拓宽渠道，尽心尽力投入旅游高职教育事

业来服务旅游业健康发展！为学生的职业成长保驾

护航、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未来，终身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本刊编委均为高职

旅游大类专业在校生，自愿参与，自主设计，每期

责任编辑 1 人，并由执行总编审核，经总编审定后

公开发布，免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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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旅游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美德。这种“大妈上树”的不文明旅游行

为，不仅违背社会公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格格不入，须予以制止和摒弃。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旅游已经从少数人的奢侈消费转变成为大众化、

经常性的消费行为。但是，不守秩序、乱丢垃圾、大声喧哗、乱刻乱划、随意乱爬等不文明

旅游现象时常见诸媒体，总有少数人依然我行我素、屡教不改，影响国人形象。

心中有戒，行才有所止。不文明旅游行为表面看是游意正浓、一时兴起，实质上是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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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缺少文明旅游这根“弦”。在道德观念的“根”上出了问题，才会导致任意乱为、丑相百

出。既然是“根”上有问题，就必须从思想观念层面予以纠正和克服。全社会应当加强文明

礼仪和规则意识教育，让每个人都能时刻感到身边有把“戒尺”、脑中有盏“红绿灯”，做

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文明观念要深入人心，成为一种行为自觉，还需要从娃娃抓起，加强幼儿园、中小学生

的文明礼仪教育，从小培养他们讲文明、讲规矩的好习惯，通过“小手拉大手”，一起争做

文明人。

同时也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文明旅游相关行为规范，综合采取监督、曝光、罚款等措施严

查严管，让不文明行为无处可藏。

诗人卞之琳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眼下正是春暖花开、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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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赏景的好季节，让我们一起扭紧文明旅游的思想“阀门”，从我做起，从点滴细节做起，

争做社会文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让文明旅游成为春天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让文明古

国彰显出现代风范。  

文明旅游十大提醒语

提醒树立文明旅游意识的普遍性提示：

1．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2．旅途漫漫 文明相伴

3．旅游美时美刻 文明随时随地

4．文明游天下 快乐你我他

5．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针对具体不文明旅游行为的提示）

6．游遍天下山川 只留脚印一串（用于提醒保护生态环境）

7．出游讲礼仪 入乡要随俗（用于提醒尊重别人权利）

8．垃圾不乱扔 举止显文明（用于提醒维护环境卫生）

9．多看美景，不刻美名（用于提醒保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

10．平安是福 文明是金（用于提醒出游安全）

选自: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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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的大火是全人类的悲剧？
想去见证历史，想身处其中，去补足遗憾，生怕失落，每一段旅行都是一段值得纪念的

情绪，愿我们都能在有生之年不会错过那些自己喜欢追求的事物。而巴黎圣母院，我真的错

过了……

邂逅法国

最不能不去的景点之一

就是巴黎圣母院

维克多雨果的一部小说

点燃了全世界对于

这座大教堂的热情与好奇

每年都有 1000 多万的人前来朝拜它没有人不想一睹它的真容，在欧洲历史上，巴黎圣

母院见证了，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1455 年，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而树立的“圣女贞德”雕像；

1804 年，教皇披耶七世在这里莅临加冕拿破仑帝王；

1944 年，人民在圣母院举行二战胜利巴黎解放纪念典礼；

1970 年，为戴高乐将军进行国葬……

沿着塞纳河，走上西堤岛，就能看到巴黎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巴黎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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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哥特式的建筑风格，祭坛、回廊、门窗等处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以及堂内所

藏的十三到十七世纪的大量艺术珍品而闻名于世。

千百年来，塞纳河从她身边静静迤然而过，不舍昼夜，洗涤历史的烟尘；圣母院布满沧

桑，阅尽了世事风云变幻，不动声色。

对于很多没去过巴黎的人，她更多时候是一本书名和一个痛苦的故事。法国诗人雨果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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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智慧和心血，为一块块毫无生气的、冰冷的石头注入了血液和灵魂，成就了她的丰腴和美

妙。

巴黎圣母院像神一样的存在，它矗立在塞纳河畔，带着平静、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片土

地，带着虔诚的平静，诉说真正的巴黎。

巴黎圣母院的上方竖着一座又尖又细的塔，这是哥特式教堂很明显的标志，人们希望通

过高耸入云的塔尖来拉近与上帝的距离。

在教堂的四周，有非常多的飞扶壁，整个巴黎圣母院几乎都是靠这些飞扶壁和肋拱承重，

所以结构很轻盈，教堂主体可以造的很高，内部也非常有空间感。

走进教堂狭窄而高耸的空间，给人以向天国靠近的幻觉。 教堂内部极为朴素，严谨肃

穆，几乎没有什么装饰。

无数的垂直线条引人仰望，数十米高的拱顶在幽暗的光线下隐隐约约，闪闪烁烁，加上

宗教的遐想，似乎上面就是天堂。

它是欧洲建筑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样传奇的一座建筑，却在昨天毁于一场大火，

这座拥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人类建筑瑰宝，几乎瞬间被火焰吞灭。

巴黎圣母院最让人震撼和最具有观赏性的玫瑰花窗，已经被烧毁，虽然双塔和教堂整体

结构保住了，但屋顶 70%被摧毁，标志性的尖塔“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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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躲过两次世界大战，经历过战火纷飞时代的伟大建筑，却终究没有逃过和平年代的

这场大火，还没来得去巴黎圣母院的人终没想到，竟遭遇如此灾难作为巴黎永恒的地标

不会有人真能想象，巴黎圣母院会有消失的一天，我们也许会有很长的时间，都看不到巴黎

圣母院了。

选自:众信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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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名小镇，绝对不输西塘乌镇！
吴炉镇·大连

英那河：名人都爱吃这里的鱼

万里无云、红日当空时，站在庄河吴炉镇的英那河边，可见成群野鸭在如镜的水面上拨

开层层清波。河蟹是英那河里的另一水族大家庭，随便搬开一块石板，都会跑出几只挥舞着

毛茸茸长螯的河蟹。这里还有各种海鲜任你选择。

雅河乡·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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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天洞：体验凡尔纳的地心游记

来雅河乡必须要看望天洞，望天洞是黄河以北最大的天然钟乳石旱洞，洞中的“迷宫”

分上、中、下三层，世所罕见，乃桓仁景观六大迷之一，被称为“北国第一洞，迷宫世无双”。

深入万年古洞欣赏变幻奇景，旅行者似乎变成了探险家，使人不免想起法国着名科幻小说家

凡尔纳的代表作《地心游记》。

养马甸子乡·葫芦岛

白土岭：曾是《奇袭》外景地

养马甸子四周被山岭环抱，虽处辽西丘陵内陆，却与绥中滨海地区隔山相望，据说起早

登上附近的高岭能看到百里之外的渤海。养马甸子一带绿意盎然，河水回流处每每圈起一汪

清幽碧潭，小沙洲上鸭鹅忙戏水、红掌拨清波，别具田园风情，还有那颗年产 3000 公斤梨

的“千年老梨王”也在这里。另外，抗美援朝经典电影《奇袭》就是在这里拍的。

赛马镇·丹东

山水小镇：让外国人诚惶诚恐

地处辽东山区的赛马小镇在国内鲜为人知，但在国外，名气却大得很！近些年，来赛马

考察的国外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络绎不绝，来时客客气气，走时诚惶诚恐，对赛马的恭敬态

度简直是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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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镇·大连

元宝岛：小屿珊瑚列画屏

王家镇也称海王九岛，地处黄海北部，北距庄河市城区 15 海里，岛礁分布疏密相间，

来王家镇旅游，看海景、洗海澡、吃海鲜，若有余暇，可去附近的元宝岛、团圆岛看海鸟，

其中，黑脸琵鹭堪称国宝级的珍稀鸟类。登上元宝岛的山顶，如果惊动了鸟群，鸟群会腾空

而起，从你脚下掠过，仿佛是一片飘动的白云，那种感觉可以说一生难寻，无比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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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堡乡·葫芦岛

野长城：三条巨龙齐聚锥子山

永安堡乡位于绥中西部山区，与河北省相邻。站到西沟村的锥子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三条长城汇聚在这里，呈现“丁”字形状：一段向南，去往九门口、

去往远方的八达岭；再一段是向东，经锥子山、李家堡、永安堡等乡镇至辽东镇长城的东端

起点——丹东鸭绿江边的虎山。三条巨龙齐聚锥子山，是万里长城中绝无仅有的一大奇观。

西丰镇·铁岭

盛京围场：沉睡百年的皇家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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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两座皇家围场遐迩闻名，东“盛京”、西“木兰”。如今，地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附

近的“木兰围场”已难觅旧迹，而以今辽宁铁岭西丰为中心的“盛京围场”却依旧保持着罕

见的原生态。生于西丰的繁茂森林，是辽宁最大的“天然氧吧”，这里丰饶富庶，失之难得，

被人视若珍宝，舍不得开发！

许屯镇·大连

天然次生林：各种山花竞相绽放

许屯镇辖区内多山，这里山势隽秀、林高树密，拥有大连市境内唯一的天然次生林。近

几年加大了封山禁牧力度，这里的树更高了，林更密了，花草更茂盛了。春天，杜鹃、丁香、

天女木兰、锦带、芍药等各种山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秋季，圆枣、山里红、野梨等野果

硕果累累，令人垂涎欲滴。

古镇：河畔漫步品古韵

这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辽南小镇，村头的莲花池与馅饼店、村尾的玉米地与太子河，鸭

鹅嬉水、鸡犬相闻，空气中飘散着泥土的馨香。结队而行的鸭阵时隐时现于飘摆苇荡间，有

时，半塘水面被平铺的荷叶笼盖，粉白相间的荷花含苞待放似笑面迎宾……

选自:辽沈晚报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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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这 9家醉美“小镇”景区！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人越长大越回忆童年往事

童年的建筑、童年的趣谈、童年的人

童年的一针一线都仿佛

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美妙记忆

今天请跟随我的步伐

去发现河南那些以“小镇”命名的景区

看看那里到底美不美

班家耕读小镇

地址：濮阳市卫都大街与 S101 交汇处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班家耕读小镇便披上了靓丽的外衣：灯

火璀璨，一条条灯带好像天上掉落的繁星；流水叮咚，一架架水车仿佛旋转着时光的匆匆……

水声灯影里，众多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或在店铺前驻足，或在街巷中流连，附近班家村的村

民则变身厨师和店员，为人们奉上一道道传统美食……

在班家耕读小镇，您能领略江南古镇如诗似画的古色幽香，体验小桥流水人家恬静自然

的桃源生活，为您疲惫的身心开启一次穿越时空的诗意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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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家村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班家人就是在农耕文化的浸润和哺育下成长，先是“无耕

不食，无耕不衣”，后是“以耕养读，勤耕立家”，到最后的“耕者有其田”“耕读传家”，

无不彰显着他们的勤劳、智慧、自强、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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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班家耕读小镇，避开城市的喧嚣，静静享受乡村田园时光，徜徉、闲聊、品茶、发

呆、打盹，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心灵感悟会顿时涌入心头。

长寿山风情小镇

地址：巩义市竹林镇

长寿山风情小镇位于 310 国道竹林镇长寿山景区内，是一个集民俗演艺、手工作坊、特

色小吃、非遗展示、民宿客栈、酒吧慢生活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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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以“中原养生福地、栖息长寿山”为主题的人文景区。在这里望远山近景，登山

间步道，赏青木叠翠，都会让人流连忘返。

在小镇的民俗小吃街，一间间经营着地方传统美食的店铺开放式的制作过程，如同一幕

幕返璞归真的民俗文化展演，给人以感官和精神的双重享受。八卦炉烤包子、小酒馆、陕西

劙年、驴蹄面、廖花糖、菠萝饭等各类特色美食让过往行者垂涎三尺。

西顶小镇

地址：鹤壁市鹤山区西部山区

西顶小镇，其实就是西顶村，因为它与王家辿、东齐、黄庙沟、施家沟、狐尾沟、张家

沟一起，涵括于西部山区王家辿传统村落群“北斗七星”布局之内，按着它的气息与发展方

向，定位为小镇。

这里四处散落着石居文化，石路、石巷、石头墙，石楼、石院、石板房，石碾、石磨、

石扇子，石臼、石凳、石锅台，石坝、石桥、石头坡……上帝赐予的祥瑞之石，斑驳成一道

永不褪色的风景。

一座山，站立在灵魂深处，慢看花开花谢，把盏迎风；一条河，浩浩汤汤，在尘世之外

逶迤前行；一尊寺，吐纳有序；一爿戏台，演绎世间百态，涂抹着季节的色彩，熠熠生辉。

来到西顶小镇，吃上一口热饭、住上一晚老炕，便不知不觉的感受到时光慢下来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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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园小镇

地址：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

悠悠淇水，巍巍太行，在青山碧水环绕之中有一个美丽而古老的小村庄，那就是桑园村。

桑园小镇距鹤壁市中心 22 公里，位于太行山东麓浅山区，背依南岭，脚偎淇河。镇里古树

参天，古宅别致，民风淳朴，风景优美

除了独具特色的古风建筑群外，这里有农耕文化展示厅、品茗淇桑居等 6个文化主题房

间，虽然简朴但韵味十足；民宿区既能让游客“进得来”也能“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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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园小镇更是引进了全国 100 多种名优风味小吃，让你在旅游休闲期间既能感受古风民

俗，又能体验舌尖上的快感。在商业区小吃街，肉夹馍、羊肉泡馍及各类特色面食引得游客

纷纷驻足品尝，民俗、手工艺等展示也颇受游客青睐……

嵖岈山温泉度假小镇

地址：驻马店市遂平县嵖岈山温泉小镇

嵖岈山温泉小镇坐落在美丽的嵖岈山风景区，天磨湖畔，距遂平县城 25 公里，东距 107

国道、京珠高速、京广铁路 30 分钟车程，北距郑州机场 160 公里，南距武汉 330 公里，

石武高速铁路纵贯全境。

嵖岈山温泉小镇，以秀美的自然的嵖岈山风光为特色，以西游文化为内涵，以生态，美

食为亮点，以温泉养生为主题的综合性观光旅游度假小镇。

在嵖岈山温泉小镇动感水世界冰凉的水中嬉戏打闹，让那炽热的气温和你说再见，感受

一个不一样的夏季凉爽。

夏天来嵖岈山温泉度假小镇住上一晚木屋，领略嵖岈山秀美山光，感受水世界激情戏水，

可以为你的酷暑降降温。

花都温泉小镇

地址：许昌市鄢陵县陈化店镇

花都温泉小镇位于河南省鄢陵县陈化店镇西，是集温泉和大型野外汤池、品茗餐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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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会议、保健养生、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旅游地。该区以温泉泡汤、品茗赏花为特色，以三国

文化为底蕴，以休闲养生、生态旅游为内涵。

这里融水文化、花文化、茶文化为一体，以自然生态的森林湖泊形态为外貌，充分体现

中国传统园林之精华，融入世界建筑之精粹，突出了自然、生态之主题，营造出返朴归真又

大气磅礴的自然景观。这里不仅有田园风光、农野情趣，更是花的世界、草的海洋、树的故

乡、鸟的天堂。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19年 5月 第 9期
总第 97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20 -

这里不仅空气清新，含氧量高，负离子浓度也数倍于城市；这里四季有花，三季有果，

博大幽深，绿水回饶绕，是养生、休闲、度假、旅游的理想圣地。

在花都温泉，于欢乐的海洋里尽情与相爱的人表达浓浓的爱意，与心爱的人，着一身盛

装，徜徉花海的浪漫。

碧水的清池中，洗去一身夏日的疲惫，这里没有炙热，只有欢歌与笑语，只有对生活享

受的美好记忆。

白云小镇

地址：洛阳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

“白云小镇”是国家 AAA 级景区，位于白云山下，河南“最美乡村”——天桥沟。距白

云山景区 8公里，木札岭景区 23 公里。311 国道穿村而过，交通便利，最高海拔 1800 米，

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 98%，负氧离子含量是市区的 20 倍，山清水秀，景色宜人。

北欧风格木屋别墅，坐落在苍翠欲滴的竹林之中，让游人置身于自然怀抱，尊享四星级

关怀，让您在山林里体验优质睡眠，返璞归真。

这里有你向往的生活，在那里，没有雾霾、没有喧嚣，只有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享受

山间木屋的静谧，早上推开门窗，就看到花草芬芳，就闻到四处飘香。

那些年•小镇

地址：济源市思礼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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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小镇位于济源思礼，占地范围约 4.8 平方公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

乡愁、看得见传统。这里充满旧时光，能让你唤起儿时的美好，这里新潮时尚，能让你品味

不一样的生活。独具地方特色的民宿体验、以 531 情怀记忆为主题的高档酒店等。

集茶文化体验、亲子互动、精品民宿、531 情怀记忆、农耕文化为一体，致力让所有人

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那些年。在这里，室外是一种野趣——农耕、鸡犬……随处可见；室

内是一种舒适——外表是那些年的记忆，内里是一种家的体验。

选自:寒冬依旧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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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于平沙的这个度假小镇
说到珠海的平沙您可能不熟悉，但有一部叫做《甜蜜的事业》的电影，七八十年代的人

一定会记忆犹新，这部电影就是在平沙糖厂拍摄的。时光荏苒，如今糖厂已不复存在了，但

在平沙的西部却又崛起了一座地中海风格的度假小镇，它就是珠海海泉湾度假区。珠海海泉

湾度假区是香港中旅集体投资的集游乐、休闲度假、海洋温泉为一体的大型旅游度假区，整

个园区占地 5.1 平方公里。是香港中旅集团继深圳华侨城、锦绣中华后的又一力作。

海泉湾度假区位于珠海西部的高栏港经济开发区，西邻黄茅海，景色宜人。景区建筑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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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荡漾、花木郁郁葱葱。中心湖直通大海，湖光水影，给人一种海天连接，豁然开朗的感觉，

湖光水影的渔人码头位于园区的正中央，一到晚上整个码头灯光五彩斑斓，别有一番风

景。

度假区的核心产品海洋温泉素有“南海第一泉”的美誉。海洋温泉源自大海深处，是罕

见的优质海底温泉。泉水清澈透明，水温高达 80 摄氏度以上。该温泉含有 30 多种有益于人

体的微量元素，有纤体、美肤、保健等功效。

诗情画意的梦幻剧场每天晚上都会上演“浪漫珠海”的故事，一段段舞蹈便舞出珠海的

浪漫。整台晚会采用了声、激光、裸眼 3d 等艺术手段，给观众奉献了一台完美的浪漫的珠

海风姿。

一块块防腐木地板、黝黑的铁链栏杆和高大的椰子树是渔人码头最特别的元素。

我最欣赏渔人码头的一些小景，它们设计得别具特色。这个三角形钢结构的教堂就非常

有味道，和四周的风景搭配得和谐而唯美。

这些异国情调的酒店，圆顶、圆形的门洞以及那些土黄的颜色，极具地中海风格的建筑，

搭配上南方特有的植物而显得别具风格。

走在渔人码头，感觉走在了西欧的某个国家，真是身在国内走，心在异国游啊

每每阳光撒下来，这里的冬天真的像春天一样温暖。在这里你感觉不到一丝的寒意：树

是绿的，花是红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春天般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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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你会度假区处处是多姿多彩的，珠海的天空永远是五彩斑斓的。空气里弥漫着

草和花的清香，沁人肺腑。

梦想这样一段旅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五彩缤纷的梦幻国度——那个地方，正是珠

海海泉湾。

度假区四周草木丰美、景色宜人。住在房间里，泡一杯咖啡，看看大海，畅谈人生，岂

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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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级维景大酒店——天王星酒店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水就是整个园区的灵魂，这里俨然就像一座东方威尼斯小城。

水又是有灵性的，使得整个园区流淌着幽美和深远。酒店依水而建，凭栏望去，水面碧波鳞

鳞；蓝天与大海邂逅，别有一情趣。

度假区海洋温泉的外景设计得颇具用心，借鉴了水立方的设计思路。第一眼看到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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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想到了水，更会让人围绕着“海洋”与“温泉”浮想联翩、颇有感觉。

度假区自 2016 年开业以来，接待了无数的大陆及港澳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温泉。现在珠

海海泉湾的工程二期正在积极地筹划当中，不久的未来，一片更加崭新的现代化的园区便会

拔地而起。希望度假区的明天会更加美好！也欢迎您闲暇时来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

选自:帆先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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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云山梯田，有诗 有田野 有生活
春耕时节到了，也该去梯田瞧一瞧，走一走了。山峦丘陵之间，老黄牛从田间缓步走过，

山村民居被掩映在清晨的云雾和日落的晚霞中，美好恬静地仿若画卷一般。

荆楚大地，蜿蜒曲折的梯田横卧在山岭，风情万种，今日“楚小游”特别推荐蕲春雾云

山梯田，记得去看看呀！

来自唐朝的高山梯田

蕲春雾云山梯田，久负盛名。这是一片高山梯田，坐落于蕲春县檀林镇，素以面积广阔、

景色壮美著称，主要分布在蕲春北部高山区的山区坡地。

海拔多在 600 米以上，雷公岩村的雾云山梯田，总面积大约为 110 亩，分为 310 块小田，

层叠错落，有序规整地排列在山坡上，最高处与最低处的落差可达 120 米，气势磅礴，四季

皆不同，四季皆风景。

关于这片梯田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时期。据传，唐朝年间，一位田姓官员举家逃难至

此，安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在高山坡地上开垦梯田，耕种作物，子孙世代传承，不断开拓梯

田规模，积攒下了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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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片梯田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时期。据传，唐朝年间，一位田姓官员举家逃难至

此，安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在高山坡地上开垦梯田，耕种作物，子孙世代传承，不断开拓梯

田规模，积攒下了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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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春天就美成了“摄影家的天堂”

春天的时候，沉睡了一个冬季的梯田，在日渐温暖的阳光里开始了又一季耕作的进程。

灌了水的梯田，就像一面面镜子，透亮、清晰，倒映着霞光、蓝天和白云，秧苗的新绿成了

梯田上最清新的点缀，叫雾云山的春天也多了几分明媚。

若要说一天之中哪个时候梯田最美，应该是日出和日落之时了吧。清晨的时候，山间还

有云雾缭绕在梯田上空，若隐若现。

待日出升起，明亮的光穿透了层层云雾，清辉四散。再看那日落时分，云彩霞光不停在

变幻，红色、金色、橘色，与高山上线条明晰的梯田相映成趣，流露出乡间万种风情。

雷公岩雾云山梯田美名在外，来此拍摄取景的摄影爱好者络绎不绝，更有人不远千里赶

来，因此当地人专门开设了最佳摄影区域，雾云山梯田的“完美形象照”在这里一张张现世。

当然了，面对如此广袤壮美的梯田盛景，又怎能忍得住不去田陇上走一圈呢？

田间陇上走一趟，方觉“粒粒皆辛苦”

人间辛苦是三农。走得陇上才知道耕种的辛苦，远看着的田埂似是坚硬挺实，而灌了水

的田间小路实则泥泞软塌，弯弯曲曲，行走其间，必须要十分小心，下脚不可太猛，不然容

易陷进去，也要平稳缓慢地前进，以保持重心平衡不至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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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上行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赏景，贴近自然，用双脚去感受土地的温度，身体力行体验

耕种的艰辛，才更懂得“粒粒皆辛苦”的意义。

春到雾云山，与梯田一同成为摄影家相机中的风景入镜的还有水田内耕作的农家人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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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老黄牛踩着不疾不徐的步伐，在湿润的水田间留下一个又一个脚印，身后牵着耕犁的农

民踩着它的脚步开垦翻新每一块土地。

这是一个饱经岁月风霜的农家汉子，也是无数农民的缩影，也许在生活里他是大大咧咧

的，但对于土地耕种，却是格外仔细、耐心。这片厚重的土地，赐予他们丰收的食物，对土

地的热爱早已融入进他们的骨子里，如农耕文化一样，传承，不息。

藏在山峦中的金色海洋

金秋时节的雾云山梯田，则是另一种风情。满山遍野都是金黄色的稻田，秋风吹过，如

波如潮，承载着季节的丰收，描绘出一幅热闹丰盛的农家画卷。

所以啊，一年一定要留两次时间给雾云山梯田，一次春耕，一次秋收。

雾云山梯田辽阔，一座座山丘风光各有不同。从北山走到西山，会经过一片竹林，四季

青翠，茂密葱茏，偶有风起，吹得竹叶飒飒作响。

西山是俯瞰梯田的绝佳地，站在此处，向远处望去，绝色梯田风光尽收眼底，山坡上，

平地上，全都是明媚的金黄色，天地仿佛只剩下这片金色的、汹涌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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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个天朗风清的日子，带上相机和好心情，登雾云山梯田，迎着温柔的山风，瞭望远

山重叠如画......

选自:湖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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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游，你必须牢记的奇特的法律规定
泰国是位于东南亚的旅游大国，拥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风俗民情，每年前往泰国

的中国人络绎不绝。为了在泰国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你最好了解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有

些我们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在泰国可能不被允许。

下面就是泰国 5 个奇特的法律规定。

1，不穿内裤出门是违法的

泰国法律规定，不穿内裤出门是违法行为，有人真的因此被抓。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

别人没穿内裤的，难道警察的眼睛能够透视吗？

2，绝对不能踩掉在地上的纸币

泰国人对王室很尊重。泰国纸币上印有国王的头像，如果看到掉在地上的纸币，千万不要把

脚踩上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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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要在海滩上捡贝壳带回

泰国有很多美丽的海岛和海滩，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泰国政府禁止游客和当地人

将海滩上的珊瑚、贝壳等带回，否则会被处以罚款，甚至还会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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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要在保护海域喂鱼

在受保护的海域潜水，不要用饼干之类的食物吸引鱼群，否则会面临监禁或高额罚款。

5，不要在泰国玩扑克牌

泰国对赌博打击很严，有很严格的反赌博法律，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泰国就颁布了法

律，禁止个人持有超过 120 张以上的扑克牌。所以，不要试图在泰国打牌。

选自:世界旅游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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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

未来，为旅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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