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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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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分场合和场地，乱丢垃圾废弃物。

2. 公共场所素质差，接打电话影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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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卫生皆有责，随地吐痰便无德。

4. 无视禁烟标志区，他人健康全不管。

5. 公共场合脱鞋袜，臭气熏天异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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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请勿争抢拥挤。

7. 机上抢位不听劝，妨碍他人放行李。

8. 素质低下还贪心，带走机上公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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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保意识不够强，随地乱吐口香糖。

10.购物参观不排队，插队加塞不文明。

文明旅游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互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短暂交往去追求相互和谐的一种途径和方

式，文明旅游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渠道，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请诸位

旅客将“文明”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文明旅游，人人有责。

【资料转引自：文明阿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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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野山景区也称“梁野仙山”，坐落于闽、粤、赣结合部的武平县境内，主峰海拔 1538.4

米，是武平的第一高峰。景区沿峡谷而建，瀑布群坡度大，水流急，穿梭在密林之中，沿途

水流清澈、瀑声轰鸣、鱼儿戏游、鸟语呢喃，是东南地区瀑布分布最密集、生态最好的瀑布

群。瀑布群中落差最大的就属通天瀑，高 100 米，宽 80 米，是瀑布群中的精华，也是华东

南地区最大的瀑布。梁野山景区有着“国家 AAAA 级景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水

利风景区”“中国森林氧吧”等荣誉称号。

古母卧佛

从仙女湖、从云礤村乃至武平县城远眺梁野山顶，可以发现有一座巨佛仰卧在白云之间。

因古母石位于卧佛头部，得名古母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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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龙出山

高空俯瞰犹如一条巨大的龙，龙体似白玉，腾空而下。近看是由两个主要瀑布组成，第

一个是飞云瀑（佛光瀑），其次是金龟瀑。在层林叠翠中流动。

云中村寨

云礤村坐落于梁野山景区境内，距县城 8.4 公里，平均海拔约 600 米的云礤村群山环绕，

云雾缭绕，空气清新，环境优美。村中人淳朴善良，热情好客，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客家古

村落，距今已有 500 余年的历史。古村至今保留客家酒俗，“崇九”风俗。保留了月月有节，

节节不同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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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礤仙湖

“仙女湖”位于梁野山上下瀑布群的联结区域，北临云礤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仙

女湖周边景区主要建设内容为水库拦河坝、风雨廊桥、湖光山色亭、上善步道等。

通天飞瀑

通天瀑是梁野山瀑布群落中落差最大、最为壮观的瀑布，高近百米，宽 80 多米，这是

下瀑布群中的精华。瀑声高远，震耳欲聋，水雾弥漫，气势恢宏，站在瀑布前，唯见飞流直

下三千尺，顿觉两翼生风登九天。更美的是，太阳光底下，水雾弥漫处，一道道彩虹照耀谷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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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听水

神奇的梁野山沉淀了岁月给予大自然的恩惠，也成就了“东南第一瀑”的美誉，全程六

公里的瀑布群，蜿蜒多变的峡谷，谷中奇异怪石。有十多处酷似生肖形状的奇石分布在大大

小小三十多条瀑布的溪流中，其中就有“神牛瀑”、“卧虎守泉”、“猪鼠战大象”等生肖石景

观，瀑布从生肖石畔流过，形似生肖听水，意韵生动。

花海乐园

“花海乐园”位于梁野山景区大门右侧，规划设计规模约为 340 亩，其中花海 240 亩，

主要种植韭兰萱草、葱兰、鸢尾等草兰花，古特奇茶梅、古特奇乔灌木巴西野牡丹、双荚槐

等树种。在原有基础上，花海将分为游赏区与休闲娱乐区。休闲娱乐区有彩虹滑道、露营区

迷宫、户外练习区、儿童梦幻天地等设施。花海则是一个带领人走入浪漫美丽的地方，畅游

浪漫花海，品味幸福梁野。

【资料转引自：梁野山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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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圣诞是一年一度的重要节日。从 11 月底开始，人们就开始妆点城市，五彩缤

纷的灯光、引人入胜的橱窗、热闹纷呈的集市、闪闪发光的圣诞树，浓郁欢快的节日氛围洋

溢在每个角落。想去看最精彩的灯光秀或是规模盛大的圣诞集市，那么维也纳、布拉格、伦

敦、马德里这些大城市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但倘若你既想体会圣诞的气氛，又不想迷失在人海中，有几个欧洲小镇是更别致的选择。

在这些小镇上，既有美轮美奂的圣诞装饰、不落俗套的购物去处，又有着相对宁静悠闲的气

氛，让你可以轻松的放慢脚步，体会寻常人家过圣诞的乐趣。就让我们走遍欧洲的东西南北，

去寻觅那些最适合过圣诞节的美丽小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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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西欧，第一选择是法国的科尔马 Colmar。从巴黎乘坐火车只需要 3 小时就能

抵达这个法国最美小镇。虽然不是一个大城市，但是科尔马的圣诞彩灯可以与任何一个城市

媲美。斑斓的木桁架小屋、蜿蜒的鹅卵石小巷、交错的小巧运河在白雪与灯光的衬托下仿佛

童话世界一般浪漫。

当地人都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的屋子打扮得比别人更漂亮出色，乍一看这些历史悠久的木

屋都好像被魔法变成了住着精灵的姜饼屋，每一个都让人爱不释手。乘坐小船沿着运河漂流，

细细欣赏一幢幢童话小屋，该是多么梦幻的圣诞体验。今年科尔马的圣诞灯光从 11 月底一

直延续到 12 月 29 日。

其他几个可供选择的西欧目的地包括法国香槟区的兰斯 Reims，这里的大教堂在彩灯的

映照下美的不可方物，而超过 140 个摊位的圣诞集市也令人十分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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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温切斯特 Winchester，在中世纪的大教堂里听完唱诗班空灵的歌唱后，你可以

前往丰富的圣诞市集和欢乐的溜冰场，或是登上 Watercress 号蒸汽火车，品尝肉馅饼、姜

饼和热红酒。

无论是大城还是小镇，真实版欧洲童话世界，只有在圣诞节才能看到！如果你有幸在这

个充满魅力的季节来到欧洲，请带着感恩的心和温暖的笑容，为别人也为自己留下最美好的

回忆。

【资料转引自：七海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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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三百诗篇，走出素纸铅书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一句流传千载的诗歌，一部世代传承的《诗经》，串联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

可你是否知道，《诗经》的故乡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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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河，《诗经》的故乡-据考证，《诗经》绝大部分源自沣河一带。

礼乐之邦，礼仪之邦，是中国的自称；而周礼的故乡，就是丰镐两京。可以说，这条静

静流淌的沣河，是《诗经》的原乡，也堪称“诗经之河、礼乐之源”。

千年历史，长安的每一条河流、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村庄，都有它自己的故事。而文化

底蕴深厚的沣河，却有种“藏在深闺人未识”之感。

如今，人们把《诗经》里的爱情、徭役、劳作、祭祀、思念……搬到了它诞生的地方—

—沣河边。在西安的沣河之畔，静立着一座诗经文化主题小镇，名曰：诗经里。

让世界，重回诗意

漫步小镇，你会发现这里有国风广场、鹿鸣食街、关雎广场、小雅书社等一系列与《诗

经》相融合的建筑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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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以诗经文化为魂，将《诗经》中所述关于这块土地上所涉及的风物、民俗、音乐、

人物等，统统转化为了现实的景观与建筑。

倘若你也是一个心中有着穿越梦的小仙女，不妨穿上一套精致的汉服，来这儿寻一寻你

梦中的那个长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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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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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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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不只是留在唇齿间的隽永，还是舞台上的瑰丽盛景。

小镇里的风雅诗颂馆，以现代舞台的绚烂灯效、动感实景、真人演义，再现了《诗经》

的史诗长歌。

而诗经驿站，则可以让你把诗意带回家。那些饱含着诗意的文创小物，满满都是流淌的

诗意，满满都是生活的意趣，置一二小物，或于案头，或于书房，定会诗香盈室。

让自己慢下来、让心静下来

你会发现

生活其实也没那么糟

就连日常也可以诗意盎然

【资料转引自：吃喝玩乐】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1月 第 1期
总第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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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依云镇位于法国 Haute-Savoie 地区，坐落在日内瓦南岸，从瑞士日内瓦机场途经 1 个

多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了美丽的依云小镇，这个小镇呈半圆形湖面而建，在小镇的背后，阿尔

卑斯山高耸入云。雄伟的青山、碧绿的湖水、鲜艳的花儿，精致的住宅，这一切把这个法国

南方小镇点缀得美丽而又温情。

依云镇是 Evian 依云矿泉水的产地，位于上萨瓦省（Haute-Savoie）的艾维昂勒邦

（Evian-les-Bains），距离日内瓦 45 公里。这个总共只有七千多人的小镇的全称是

EvianlesBains，意为“依云浴室”。Evian 这个词来源于凯尔特语，就是“水”的意思。小

镇坐落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中心，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这里有欧洲阿尔卑斯山区最大的湖泊

──日内瓦湖，法国人则叫它莱蒙湖。这个湖呈月牙形，总面积 583 平方公里。依云镇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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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的凸面，站在岸边可以清楚看到湖北面的瑞士洛桑。 依云镇的大部分建筑在 1870 年与

1913 年之间完成，市政厅、博彩中心、大教堂等地标性建筑都面朝莱芒湖，是典型的 19 世

纪温泉建筑风格。

古罗马时代该城便是加瓦特的首邑。公元 8世纪，封建主在此建了古堡、箭楼和城廓，

以御外敌。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依云先后被伯尔尼人、法国人和西班人占领，1792 年划

为法国领土，1815 年又划归撒丁王国管辖。1860 年，撒丁王国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

它们成为了法国的两个行省，依云便是两个行省最北端的市镇。1962 年，法国和阿尔及利

亚临时政府在这里签署了著名的《依云停火协议》。

1790 年，一个法国伯爵来到依云镇，喝了一口卡查特(Cachat)家的泉水，从此，这个小镇

的历史就被彻底地改变了。这是一个已被翻译成各种文字的传奇故事。这位伯爵有肾病，一

直治不好。他很喜欢卡查特家院子里涌出来的这股泉水，觉得很爽口，便每天都跑去喝几口。

过了一阵子，肾病竟好了。他相信这是泉水的功劳，便四处宣扬这种泉水的“疗效”，引得

附近居民纷纷跑来讨水喝。面对这种情况，再天真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卡查特把院子封了

起来，开始卖水。

1824 年，第一家用这种矿泉水洗澡的浴室开张了。两年后，该地区的国王授权卡查特

把泉水装在水罐里卖到了外地。从此，依云的名字渐渐传遍了全法国，并吸引了更多人前来

这里度假，享受矿泉水理疗(Spa)。 1878 年，法国卫生部门“认证”了依云矿泉水的疗效，

从此这种“罐装水”更加畅销，1898 年的年销量就已经达到 200 万升之多。现在，依云镇

70%的财政收入和依云矿泉水相关；矿泉水厂 900 多名工人中，3/4 来自当地。

依云水可以直接装瓶销售世界各地，是因为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的功劳，融化的冰川水在

流到山下的时候必先经过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里就相当于天然的过滤层，水流在这里用了

十五年的时间进行过滤，所以，流到山下的水都是经过十五年过滤的高品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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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云小镇上有 4个公共饮水点，依云水长年累月地流淌着，供镇上的人免费饮用。清

晨或黄昏，镇上的居民都会排着队装饮用水，只需十几秒就可以装满 2升容量的空瓶，而镇

上商店里的 200 毫升瓶装依云水则卖到 2.3 欧元。据说，有很多居住在瑞士的人，会在周末

开上 1小时的车来这里，灌上足够一周喝的水再离开。

依云水的 PH 值接近于中性，所以这样的水质更容易的被肌肤所接受，能快速渗透到皮

肤表层，补充水分，所以在依云镇，有用来治病、美容的各种依云水 SPA。皇家酒店里依云

水 SPA 是法国最好的 SPA 中心，

在 03 年召开的 G8 会议就是在这里举办的，各国元首都曾经受益于依云水。在酒店里的

普通水疗一次要 57 欧元，要想达到一定的功效，就要有一个完整的疗程，大概需要三周的

时间。这里所有一切护理产品都是用依云水为基础，所以这里一直都是爱美女性做 SPA 的首

选之地。

最佳旅游时间

法国真正可以感到春天的来临大概是四月复活节的时候。夏天一般没有梅雨季，空气比

较干爽。六月有乌云的日子，也会有些寒意。在七、八月里，日间气温可达 36 度左右。从

春天到夏天是最好的季节。秋天—九月份开始就有秋天的气氛。冬天—十一月份就算冬季了，

日短夜长，白天天晴的时间不多。

【资料转引自：小娃老师 StudyIn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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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山为皖南名山之一，位于池州市城东南，山由十余峰组成，山势由西南向东北绵延，

直抵平天湖，形似卧虎。山名的来历：一说十余峰几乎等齐，故名；一说唐贞元年间，齐映

（一说齐照）任池州刺史时“有惠政”，爱登山游览，后人为纪念他，以其姓氏命名。

历代文人骚客，步杜牧后尘，赋诗齐山，已越千年，齐山成了诗山。据旧志记载：齐山

有诗近两千首，有考诗人数百人。如杜牧、张祜、张乔、王安石、苏东坡、岳飞、梅尧臣、

司马光、朱熹、华岳、汤显祖、周学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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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齐山之颠，揽池阳之胜，南望云中九华，北跳鹭下横江，东接平天细浪，西拥杏村烟

柳。齐山，自然之美盛也。

池阳胜境坊

池阳胜境坊在齐山翠微堤之首。其坊为“四柱冲天式”,高为 10.83 米,宽 11.5 米,全部

用大理石料雕成。牌坊前后有两对石狮相应,左右有 6 只抱鼓相衬。横匾上“池阳胜境”四

大字是云南书法家顾峰先生书写。柱、梁、拱、头、花草、流云等花板石雕工艺，采用了传

统工艺，结合我市建筑特点，牌坊线条简洁，浑厚古朴、巍峨壮观。

岳飞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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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广场由岳飞塑像和岳飞碑廊组成。著名爱国名将岳飞在南宋绍兴四年 10 月,奉诏出

师抗金解庐州之围，途经池州，在齐山半山腰翠微寨驻扎，1989 年，翠微寨遗址被辟为“岳

飞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用大理石雕成的岳飞石像，石雕像高 3.9 米，岳飞一手牵缰，

一手提剑，行走在战马的右侧，栩栩如生，再现名将雄姿。

广场右侧是一排冲天式碑廊，支柱轻巧明朗。占地 102 平方米，廊壁上镶嵌着大小数

十块碑石，其碑文均来自河南汤阴岳飞故居的手书拓片，有岳飞的《满江红》、《前后出师表》

等篇，或草或工、或楷或隶，笔力刚健浑厚。另有当今著名书法家欧阳芳、张凯帆等的手迹

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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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微亭

翠微亭座落齐山西面第一峰，整体呈木石结构，四柱，双层四角钻尖顶，高 12 米，其

名取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与客携壶上翠微”之句，张凯帆题“翠微亭”额悬于正南。

民族英雄岳飞登齐山有《池州翠微亭》诗：“经年尘土满征衣，得得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

观来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千百年间，文人墨客纷沓而来，登山入亭，寻踪觅迹，吟诗作

赋。

华盖洞

主洞石壁有“华盖洞”三大字，为宋人史定之书刻。民国 27 年，驻齐山一四七师师长

刘兆藜书“华英盖日”刻于其上。

【资料转引自：九华旅游平天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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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旅游市场迎来新一轮高峰，为了使广大游客平安、愉快出游，做出如下提示：

乘坐大巴

1、上、下车请注意脚下安全，注意过往车辆和人群。

2、乘车过程中请系好安全带，请勿随意更换座位或走动，请勿将身体伸出窗外。

3、请不要坐在旅游车的导游专座上。

4、注意颠簸路段及急刹车，以免扭伤或摔伤。

5、请在车辆停稳后再解开安全带，下车时请携带好随身物品，下车后不要随意走动，

不要强行抢道、横穿马路。

6、下车后请记下旅游车车牌号及停放位置。

乘坐飞机

1、乘坐国内航班请提前 2小时以上抵达机场，如乘坐国际航班请提前 3小时到达机场

或者按照旅行社出团通知准时抵达办理登机、托运行李等手续。

2、请随身携带护照、签证、旅行证件、现金、票据等贵重物品。

3、飞机起飞或降落时，需将座椅靠背调直，并系好安全带。

4、抵达目的地领取行李时，要认真核对，避免错拿。如发现行李损坏或丢失，要立即

和导游或领队联系，到航空公司相关部门投诉赔偿或办理找寻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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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火车

1、请提前 1小时以上抵达车站进行候车。

2、上下铺位时注意安全，年老体弱者请安排在下铺以便照料。

3、火车行驶过程中不平稳，活动时注意人身安全以防磕碰或扭伤。

4、火车上人员较多较杂，请保管好随身财物。

乘坐轮船

1、在甲板上，要稳步行走，不可快跑或呼叫。

2、不要随意舞动衣服或围巾。

3、夜间不要用手电筒向外乱照乱晃，以免引起其他过往船只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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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住宿

1、保管好房卡，检查房间设施是否有损坏并及时告知酒店或导游。

2、出入酒店房间请随手关门，并锁好门窗。

3、要了解安全出口位置并仔细阅读安全疏散示意图，熟悉宾馆逃生通道。

4、沐浴时地面、浴缸容易打滑，请事先把防滑垫放置好以防滑倒摔伤。

5、证件、现金等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

6、如有人敲门，请务必弄清对方身份再开门，若是陌生人或穿着类似酒店工服的人绝

不可以开门，更不能让他们进入房间，有事请与导游联络。

7、离开酒店时，请带好行李物品，特别是证件和贵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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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景点

1、提高安全意识，财不外露，注意保管好贵重物品及证件。

2、听从导游安排，按时集合上车，有事离开一定要经过导游或领队的同意，请勿擅自

离队。

3、经过危险地段（如陡峭狭窄或者潮湿泛滑的道路等）不可拥挤及打闹。

4、前往险峻处观光时应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是否可行，注意适当休息，避免过度激烈

运动。

5、务必看护好同行的老人与小孩。

6、注意查看景区的指示标识，不要在危险地区停留或拍照。

7、参加滑雪、攀岩、冲浪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旅游项目时，要量力而行，不要逞强，

以免受伤，同时做好防护工作，服从安全人员指挥。

饮食安全

1、外出游玩时应合理饮食，不要暴饮暴食或贪食。

2、在旅游地购买食物需注意商品质量，去正规饭店就餐。

3、随身携带腹泻、感冒等常用药品。

4、如有不适，发生腹泻等症状，请及时就医或去药房购药，避免贻误病情。

购物安全

1、不要轻信流动推销人员的商品推荐，无意购买时不要向商家问价或还价。

2、要细心鉴别商品真伪，不要急于付款，提前问清楚退换货条件及方法并向商家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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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发票。

3、不要随商品推销人员到偏僻地方购物或取物。

4、在热闹拥挤的场所购物时，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钱包、提包、贵重的物品及证件。

人身财产安全

1、请注意人身，财产安全。随身携带好有效证件、住宿酒店的位置图、导游电话。

2、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不要留在酒店客房、旅游巴士、餐厅等任何地方。

3、注意防盗、防骗、防诈、防抢，特别是景点、商业中心、酒店大厅、百货商场和餐

厅等人员密集场所。

4、旅途中结伴而行，避免单独外出。夜间或自由活动时需要自行外出，应记录好住宿

酒店的地址电话，并应注意自身安全。

5、不要参与不合法或与当地习俗（宗教习惯）相悖的活动。

6、不要与陌生人接触，更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7、在公共场合切忌暴露财物，不炫富，多留心。

8、出境旅游时熟记当地火警、急救、警察等应急电话，遇事及时求助。如人身安全或

财产受到侵害，应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

9、出境前给家人或朋友留下一份出行日程，约定好联络方式。在护照“应急资料”页

内详细写明家人或朋友的地址、电话号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能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

护照、签证、身份证应复印，一份留在家中，一份随身携带，同时准备几张护照照片，以备

不时之需。

10、建议购买包含人身意外、医疗、延误、紧急救援等责任的旅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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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慢性病和精神疾病要随身带药并按时服药。

交通安全

1、国外右舵左行，行人过马路先看右再看左，走斑马线，不闯红灯。

2、有些国家路上摩的多且速度快，注意避让；客运摩的无乘客头盔，建议不要乘坐，

肩包要靠里侧背，防止飞车抢劫。

3、自驾游时，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开斗气车。

高风险运动

1、高空运动（热气球、滑翔伞等），一定要找专业的俱乐部与教练。

2、出发前，先查看天气预报，服从工作人员安排，穿戴好防护用品。

3、高血压或心脏病患者、恐高者、年长者最好不要乘坐。

4、注意降落时的方向和姿势，防止意外受伤。

【资料转引自：旅游电子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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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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