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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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主 办：辉旅游教育

总 编：李 辉

执行总编：王 萌（上半月）、马美琪（下半月）

本期责编：周 涛

上半月刊编委：安 雪、张之美、郑晓佳

下半月刊编委：周 涛、侯 雪、王明佳

上半月刊：每月 05日发布

下半月刊：每月 20日发布

广州必去的五大旅游景点推荐

《离思五首·其四》

冰雕雪雕 展现沈阳近 400 年历史文化

法库被评为“2019 中国陶瓷优秀产区”

沈阳跻身“2020 年冰雪旅游十强市”

摩洛哥与中国的直飞航线即将开通

科技改变旅游

湖南绥宁：展千件奇石 观众啧啧称奇

博物馆文创：用超级 IP 讲好中国故事

目 录

1

2

3

4

1

2

3

1

《峨眉山月歌》

1

2

https://so.gushiwen.org/shiwenv_bd4224133394.aspx
https://so.gushiwen.org/shiwenv_f13ab2fe8afd.aspx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2月 第 4期
总第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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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第一篇 中国旅游实讯

无论愿意与否，中国博物馆正在迎来文创发展 2.0 阶段。这意味着，博物馆文创将步入

更系统、更有规划、更有重点的主题规划阶段；在铺陈线下店铺的同时，“互联网+”的售

卖模式不仅带来更多流量的关注，也将带来不菲的效益。

故宫推出互动解谜游戏书《谜宫》系列第二部《谜宫·金榜题名》。 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博物馆借文创“火”起来

作为引领博物馆文创风尚的龙头老大之一，故宫博物院有着无可置疑的地位。2016 年，

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纪录片爆火，“奉旨旅行”行李牌、朝珠耳机、“朕就是这样汉

子”折扇等文创产品博眼球的同时也大卖到脱销。但同时，各种仿款也随之而来。

“这几年各地文博机构的文创开发都比较火，但是热起来之后，就是你搞一个手机壳我

也做一个，你做一个钥匙链我也做一个，全部是复制与被复制、克隆与被克隆、模仿与被模

仿。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故宫在文创方面的优势就没有了，所以要主动上升到主题文创阶段，

要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故宫出版社社长、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告诉记者，故宫

文创开发经历了自发文物研发、自觉文创研发和主题文创研发三个阶段，要走出“同质化”

就必须进入主题研发阶段。“故宫中国节”“宫囍·龙凤呈祥”“金榜题名”项目即为主题

研发阶段的探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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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也对目前市面上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有着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文创产品不在于多，而在于对文物内在价值的深度挖掘和呈现。”

记者留意到，国家博物馆在今年以来的大展中都会开发配套的主题文创产品。如正在展

出中的《红楼梦》文化展，国博饮食文化中心就以《怡红夜宴图》为灵感，设计了以宝钗、

黛玉等 8位女子为原型的八枚口味不同的菓子，八美各是八朵花型，赏心悦目亦唇齿留香；

刚刚开幕的“孔子文化展”则自主开发了涉及文具、家居品类十余款文创产品。

互联网助文创“活”起来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和天猫 2019 年联合发布的《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在

淘宝天猫上，2019 年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规模相比 2017 年增长了 3倍。目前已有故宫博物院、

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敦煌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 24 家博物馆入驻

天猫。

“原来的博物馆都是在‘四堵墙’之内，而电商平台的存在，让我们冲破了‘四堵墙’，

更日常地进入公众视野。”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庞雅妮认为，博物馆文化要通过互联网，

与青年人更贴近。

这种贴近不仅体现在电商平台的介入，更在于文创产品的创意开发上。第八届 Next Idea

腾讯创新大赛就吸引了 9 家重磅博物馆的近百件文物 IP 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其中一员，庞

雅妮坦言希望借助互联网人才的力量，为博物馆文物带来优秀创意。同时这种方式也让博物

馆可以更接近公众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人的需求。

事实上，中国官方从政策层面也在不断释出利好。2015 年的《博物馆条例》正式明确

博物馆可以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挖掘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2016 年

更是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倡导大力发展文博

创意产业，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研发、经营等活动”；多部委出台《关于推动文化文物

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等。

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指出，从推动文创产品开发到“互联网+中华文明”，从发

布文物建筑开放导则到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从激发博物馆

创新活力到健全社会参与机制，文物活化利用政策不断创新。文物活起来，能释放更多政策

利好，能更好讲述中国故事。

【资料转引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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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绥宁县绿洲奇石博物馆在县城举行开馆仪式，共展出上千件奇石作品，吸引县内

外众多奇石爱好前来赏石、品石、玩石。

绿洲奇石愽物馆面积 128.5 平方米，设有陨石奇石专柜、天然奇石专柜、巫水黄龙玉雕

件展示柜。同时开展陨石泡水喝、显微镜观察外星陨石、磁铁吸陨石等奇妙体验。馆内展出

黄腊石、金纹石、青银石等各类珍贵石种。这些石头均产自绥宁境内深山河谷，有的像画，

有的似人，有的如物，巧夺天工，妙趣横生，让人浮想联翩，啧啧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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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杨焕腾，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奇石“发烧友”，为了搜寻各类奇石珍

品，足迹踏遍绥宁境内山川河谷，其收藏的鸡血玉石在 2018 年 6 月 2 日第一届武冈古玩鉴

定会上得到国内著名文物、玉石、杂项鉴定专家杨宝杰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珍品，并颁发

鉴定证书。开馆当日，迎来络绎不绝的参加者，杨焕腾十分高兴。他说：“我是一位奇石爱

好者，平时喜欢搜寻大自然的各类美石，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已采集到上千枚奇石，受到业

界好评。今天，开辟绿洲奇石馆，就是为了把绥宁丰富的奇石资源展示给大家！”

【资料转引自: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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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让旅游更便捷，时光的脚步迈进 2020 年。AR、VR、AI、5G 等数字化的应用场景已

在许多景区、酒店、旅行社等旅游领域普及并应用，为游客出行的各个环节提供个性化、多

元化、品质化的服务。科技已成为旅游发展新动能，正在塑造旅游的未来。

一部手机，轻松出行。从选择目的地、查攻略、办签证、预订机票酒店门票、找导游，

到租车租船、买保险、买电话卡上网卡、旅拍、购物支付等各个环节，都能一键搞定。科技

日新月异的发展，令旅游变得如此简单。

携程集团副总裁李欣玉认为，科技创新重塑了中国旅游业。他回忆说，在 20 年前，用

户在网上平台订购一张机票，从下订单到拿到机票最快需 4个小时，订酒店大概需 2个小时

才能获得确认。而今天，订一张机票的时间缩短到 7秒，订酒店的时间则是 5分钟。

记者日前来到旅游大省云南，“一部手机游云南”成了新名片。“游云南”APP 基于腾

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手绘地图、在线导游、语音讲解、AI

智能识景等在线导游导览服务，还接入 1482 路直播流，对多个景区和部分城市进行不间断

直播。景区实现线上购票和扫码快速入园，多家酒店实现刷脸入住。此外，在手机上还可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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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地进行购物退货和旅游投诉。

出境游近些年持续增长，每年有 1亿多的中国游客到访世界各地，尤其是自由行时，语

言沟通是最大的问题。多种翻译软件、翻译机提供了语音即时翻译、拍照识别、多国语言翻

译等强大功能，使得异国之旅变得越来越简单。

中国游客正在把国内的生活方式带向全球，出境游用移动支付越来越普及。记者从支付

宝了解到，目前，中国游客已能在全球 56 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支付宝消费，全球 36 个国家的

96 个机场和港口支持支付宝退税。日前，支付宝正式上线“境外打车”小程序，已覆盖英

国、美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 13 个国家，方

便更多中国游客的打车需求。

科技让旅游更好玩

游客对旅游的需求不仅要好看，还要好玩，最好能参与互动。近日开幕的“大盛敦煌艺

术大展”将敦煌石窟“搬”到京城，通过高保真壁画复刻、彩塑三维重建艺术还原、分层壁

画立体呈现、VR 呈现敦煌洞窟以及全息舞蹈、敦煌复刻乐器展等展示，使现代科技与文化

艺术深度融合，为观众营造可感、可视、可听、可触的观展体验。

由于多媒体技术、三维全景技术、光影技术等新科技在舞台上的应用，使得旅游演艺的

观演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直接影响观众的观演行为。从《又见平遥》、《寻梦龙虎山》《今

时今日安仁》到《知音号》《百老舞汇》，科技领衔的沉浸式旅游演艺，令观众身临其境，

强烈的参与性带给观众多感官的观赏体验，成为旅游演艺中的佼佼者。

深圳欢乐谷与中国电信已合作建设“中国首个 5G+体验乐园”。未来，游客在深圳欢乐

谷园区内，将体验到全息影像游乐产品、园内交通工具自动驾驶、智能客服机器人、MR 体

验式导览、智能售卖机器人等。锦绣中华景区以高科技无人车平台为载体，为游客提供全新

零售服务体验。游客通过招手即停或者手机召唤等方式，使用无人车就可轻松购买食品饮料、

文创纪念品等商品。

据同程艺龙与马蜂窝旅游网近期发布的《新旅游消费趋势报告 2019》显示，AI、AR、

VR 等技术在旅游行业的应用对旅游消费产生深刻影响，95%的游客会在出行前浏览这类旅游

内容。有专家预测，未来几年内，这类新技术将成为主题公园、博物馆、旅游景点的标配。

科技让旅游更多元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日前在 2019 中国旅游集团发展论坛上说，旅游业作为新兴产

业、朝阳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科技改变旅游。科技创新有助于旅游

业态多元化。旅游业与科技融合发展是大趋势，必定有大作为。

打开高德地图，不仅仅能指路导航，“一张地图游中国”“景区随身听语音导览”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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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服务，像出游小助手，为游客带来全新的智能体验。静态枯燥的景点介绍、千篇一律的讲

解内容，让游客很难真正领略到景区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景区随身听”解决了这些痛点，

各领域知名人士的特色讲解，让景区体验活起来。景区随身听发布两个多月以来，已覆盖故

宫、恭王府、颐和园等全国 1000 多个景区。

随着 5G 的到来，文旅产业未来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短视频化。字节跳动公共政策研究院

执行院长袁祥介绍，现在短视频对于推进文旅产业特别重要。旅游在抖音上是五大热门的内

容，非常受 3.2 亿日活用户的欢迎。我们曾推出“Dou Travel”计划，专门用抖音促进旅游

的发展。

旅游领域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这对于新科技而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发掘空间。无人

机、无人车、水下机器人、智能服务机器人等将带给游客更多精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说：“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化技术，正在加速对旅游业的

渗透与变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游客的需求、行为与体验。我们无法预料会有多少颠覆性的

科技创新将跨界而来，以满足数字化时代的旅行需求，并可能触发旅游领域的创新与突破。”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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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 1 月 16 起，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将开通自卡萨布兰卡默罕默德五世机场至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班。作为摩洛哥国家航空公司，摩洛哥皇家航空将在新航线上投入

拥有包含 26 个商务舱座位、总载客量 302 人的波音 787-9 梦想客机；这条单程运营时间在

13 小时左右的航线，是中国和摩洛哥之间首次开通的直飞航线，每周将运营三班。摩洛哥

出发航班：每周一、四、六，于卡萨布兰卡当地时间下午 5 时始发，于北京时间次日上午

11 时 55 分抵达。中国出发航班：每周二、五、日，于北京时间下午 1 时 55 分始发，于卡

萨布兰卡当地时间晚 7时 55 分抵达。

摩洛哥皇家航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哈米德ㆍ阿杜表示：让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引以为傲

的是为其旅客开通了连接摩洛哥王国与亚洲大国的直飞航线。这条让世人企盼已久的航线将

会为摩洛哥发展成为世界最重要出境旅游客源国的目的地作出巨大贡献。新航线将使我们能

够满足两国旅游行业的旺盛需求，且必将有力促进未来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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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通至中国的第一条航线的同时，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还致力于加强其在亚洲大陆的

其他运营网络。目前，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已开通了由摩洛哥王国至亚洲的沙特阿拉伯、黎

巴嫩、卡塔尔和约旦的直飞航班。

【资料转引自:中国国家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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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2020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举行。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在会上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沈阳市入选“2020

年冰雪旅游十强市”。

沈阳多项排名上榜前十

《报告》公布的排名中，沈阳在“2020 年冰雪旅游 10 大人气传统目的地”“2020 年冰

雪旅游目的地单次旅游人均消费”“2020 年冰雪旅游十大人气线路”“2020 年冰雪旅游十

强市”等调查中，沈阳均榜上有名，且位居前列。

在基于冰雪旅游资源丰度、城市品质旅游化指数、环境友好性指数和政府支持力度指数

四个领域作为冰雪旅游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的“2020 冰雪旅游十强市”中，沈阳市以 83.129

分，位列第四名，与第三的张家口市仅相差 0.123 分。

在“2020 冰雪旅游 10 大人气传统目的地”排名中，哈尔滨、海林依旧是人气最高的两

个城市。但沈阳随着以嬉冰滑雪为代表的冰雪旅游项目不断成熟，加之气温常年保持在零下

10 度左右，是天然温暖的室外冰雪旅游胜地，更适宜南方人，也成功跻身人气榜的前列，

位列第四名。

2020 冰雪旅游十强市

1哈尔滨市

2长春市

3张家口市

4沈阳市

5乌鲁木齐市

6吉林市

7呼伦贝尔市

8牡丹江市

第二篇 辽宁旅游实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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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阿勒泰地区

10 伊春市

“城市品质旅游化指数”遥遥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 冰雪旅游十强市”四个评估领域的“城市品质旅游化指数”

中，沈阳市以 98.701 分，位居榜首，比第二名哈尔滨市高出 7.95 分。

城市品质旅游化指数”的计算内容为其他旅游资源丰度，包括旅游景点品味度、马蜂窝

景点数量；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包括 GDP 总量、常住人口数量、第三产业增加值、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大众点评餐饮丰富性；城市数字化便利程度，包括腾讯数字中国指数、游客满

意度调查；交通通达性，包括民航国内外通达城市数量、铁路通达城市数量、高速公路三小

时通达城市数量。

《报告》中指出，国际旅游发展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商业环境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

当代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加上传统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共同构成城市旅游

发展体系的解释框架。

2019 年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是，以沈阳市为代表的城市位次不断前移或一些新进排名

的城市，有的发展冰雪旅游的核心资源存在劣势，有的核心资源单一且城市基础设施也并不

是特别发达，但它们也能沿着自己擅长的轨迹，逐渐优化。这种优化的要义就是，进入大尺

度的冰雪旅游经济圈，通过距离优势、交通优势等，与拥有优质滑雪场等冰雪旅游核心资源

的城市形成特色互补，为自己吸引更多潜在客源，并让他们愿意到访。

拿“白雪”换“白银”

2022 年冬奥会越来越近，这也给了我国冰雪旅游带来史无前例的机遇，前往冰雪目的

地旅游已经成为很多冬季游客的常规选择。经过多年孕育，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奥体冰

雪嘉年华、五里河冰雪乐园等产品，已经被沈阳本地和外地来沈游客认可，成为远近闻名的

冰雪旅游点位。

沈阳冰雪旅游“渐入佳境”，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中国沈阳国际旅游节冬季游接待海内外游客 1554.93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8.95%；旅游活动收入 24.0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8.87%。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沈阳旅游接待客流量 28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82.1%；旅游活动总和收入

73.2 亿元，同比增长 204.87%。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3 月，全市旅游接待客流量 3842.87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31 %；旅游活动综合收入 82.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25%。

“三亿人上冰雪”激发了公众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这些数字意味着参与沈阳冰雪活动

的人越来越多，沈阳的冰雪资源正在转化为“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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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冰雪旅游品牌叫响

2019-2020 中国沈阳国际文化旅游节冬季游如约而至，推出冰雪文化、冰雪体育、冰雪

温泉、冰雪民俗、冰雪美食、冰雪商贸 6大主题、120 余项特色活动和主题产品。按照“东、

西、南、北、中”冰雪架构，主辅双线有机结合，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浑南中央公园、2020

盛京冰嬉节、沈北彩灯嬉雪节、铁西雪合战等重点冰雪产品，以及 N个冰雪分体活动形成的

遍地开花的冰雪旅游点位，正在吸引“百万市民上冰雪”。

今年冰雪娱乐项目种类和活动内容，堪称“史上最多最全”，一改以往大冰、大雪的方

式，将科技元素与冰雪元素相融合，集现代激光秀、魔幻秀、灯光秀、网红打卡地等多元化

现代符号、流行元素于一体，汇聚冰雕、雪雕、雪上、冰上各种娱乐，辽宁高山滑雪锦标赛、

“盛京杯”高山滑雪邀请赛、全国媒体人邀请赛等各种体育赛事，多产业融合共生，满足广

大市民和游客嬉冰玩雪需求，让游客“来到沈阳城，看遍全东北”。

冬季游期间，沈阳开展六大创意营销活动，还将从“本地、国内、海外”三个层面全面

铺开，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通过专题报道、主题营销、旅游推介、媒体采风等多种形式，

线上线下联合互动，形成多角度、立体式、全方位宣传营销格局，全面提升沈阳冬季游活动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沈阳冰雪旅游品牌越叫越响。

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

全市各地区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19-2020 沈阳冬季游将会取得更大成效。

【资料转引自:沈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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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届全国陶瓷人大会暨第二届中国陶瓷品牌节上，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被评为

“2019 中国陶瓷优秀产区”。

依托得天独厚的非金属矿产资源优势，法库于 2001 年成立陶瓷产业园区，将陶瓷产业

作为县域工业的主攻方向，加速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经过十多年快速发展，法库陶

瓷产业园已经生长为中国东北地区最大的领军型陶瓷生产、研发、销售基地。

目前，园区内已累计落户企业 305 家，产品已由单一的建筑陶瓷发展到以陶瓷材料为核

心的日用瓷、艺术瓷、工业瓷、电瓷等 12 大类 200 多个品种，并扩展到发泡陶瓷、泡沫玻

璃、特种玻璃等建筑新材料领域。

产品覆盖了东北三省及内蒙东部，并远销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 43 个国家和台

湾、香港等地区。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陆续摘获“中国瓷谷”、“东北瓷都”、“国家级循

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建设园区”、“东北亚建筑陶瓷产业基地”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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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法库县加快了园区资源整合，大力发展新型建材、保温材料、家居装配、现

代物流产业。园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美国科勒卫浴、鑫格绝热保温新材料、智诚新型墙体

材料等项目陆续落户并全面投产，陶瓷建材产业企业数量新增 57 家。抓增量的同时，加快

技术升级改造，有效盘活天强陶瓷、合佳乐陶瓷等 5 家企业，五洲陶瓷科技等 13 家企业完

成技术改造，中高端产品占比达到 45%，提升近 10 个百分点。法库陶瓷沈阳精品馆投入运

营。加大产业规模，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法库县还加大了陶瓷品牌建设，‘好陶瓷，法库

造’影响日益扩大，新王者陶瓷等 19 家企业产品荣获环渤海地区知名品牌

。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2月 第 4期
总第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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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目前，为了更快更好的吸引企业落户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尽快形成产业集聚，法库县

出具了相当优惠的政策和措施，针对新征地企业、租用厂房、总部经济等不同情况出台了关

于土地价格、固投奖励、租房补贴、交易补贴等方面的招商引资扶持政策。同时，不断深化

改革创新，延伸企业服务职能，成立了企业家俱乐部、企业培训中心、法律服务中心并坚定

地开展活动。在营商环境方面，成立了“一部两中心”即企业家俱乐部和民营企业维权中心、

企业培训中心；举办了营商亲商主题活动日和营商政策宣讲会；制订出台了开发区关于民营

企业发展的新十条政策措施。

未来发展中，法库县将立足资源禀赋、发挥传统优势、聚焦特色产业，加快陶瓷产业发

展，以“一区三园九大产业”为核心，着力建设和打造国际陶瓷产区，短期内全面建成辽宁

现代陶瓷产业聚集区，中期全力打造东北建筑新材料全产业链研发、生产、销售基地；远期

积极建设东北亚地区建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中心。

【资料转引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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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沈阳国际文化旅游节冬季游东部主会场暨“梦幻盛京·冰雪世界”开园仪式，

在沈阳棋盘山秀湖景区内举行。

“梦幻盛京·冰雪世界”是沈阳目前规模最大的冰雪雕塑和冰灯区，是今年沈阳市冰雪

旅游项目中最受瞩目和期待的压轴大戏，也是今冬沈阳城最能体现“沈阳味道”的冰雪项目。

项目首次以冰雪雕还原城市史，用艺术形式再现一座冰境世界的历史之城，在让广大市民和

游客充分体验到冰雪乐趣的同时，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沈阳的历史、当代和现代文化的滋养

与熏陶。

“梦幻盛京•冰雪世界”以冰雪雕还原沈阳城市史，用艺术形式再现一座冰境世界的历史之

城。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浑南区政府、市旅游集团提前半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用 122 座冰雕、43 座雪雕将

沈阳 400 年的历史文化呈现在广大市民和游客面前，特别是把魁星楼、圈楼、钟楼、鼓楼、

八个古城门等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古建筑，通过艺术化的形式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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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冰雕中镶嵌了艺术化的灯带，进而打造出白天可鉴景、夜晚可赏灯的冰雪景区，将只

属于沈阳的历史符号变化成梦幻的冰雪建筑呈现在世人眼前。景区内还设有体验娱乐区，满

足大人、孩子玩冰嬉雪的需求。在特定时间段，还能欣赏到快闪等年代感极强的各类表演。

据了解，项目内体量最大的雕塑为大政殿冰雕，直径达 22 米、高度为 12 米。

昨日的开园仪式上，景区内进行了多场场景表演。“万邦朝贺”表现出清朝时期节庆期

间万邦朝贺的喜庆场面；“大帅贺岁”重现帅府过年、拜年等场景，让游客们看到民国时期

的年俗和奉天城的繁荣；“市井生活”场景演绎，回溯了老中街年味儿十足的市井百态，再

现了面人、糖人、大碗茶、剪纸等沈阳非遗文化、市井文化，演绎民间年俗的热闹。

整个园区分为盛京皇城、奉天记忆、印象沈阳、璀璨新城四个展区，将清代、民国、解

放后、现代四个时期沈阳城的标志性建筑艺术性进行展现。市民在饱览美景的同时，还可以

在晶莹剔透的古中街、东北大院里品尝杀猪菜、小鸡炖蘑菇等热乎乎的东北菜，吃上冻掉牙、

甜到心的糖葫芦和冻梨。

【资料转引自: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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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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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波澜壮阔的大海，别处的水再也不值得一观。陶醉过巫山的云雨的梦幻，别处的风景

就不称之为云雨了。

即使身处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顾盼；这缘由，一半是因为修道人的清心寡欲，一半是因

为曾经拥有过的你。

1.曾经：曾经到临。经：经临，经过。

2.难为：这里指“不足为顾”“不值得一观”的意思。

3.除却：除了，离开。这句意思为：相形之下，除了巫山，别处的云便不称其为云。此

句与前句均暗喻自己曾经接触过的一段恋情。

4.取次：草草，仓促，随意。这里是“匆匆经过”“仓促经过”或“漫不经心地路过”

的样子。不应解释为“按次序走过”。例：宋陆游《秋暑夜兴》诗：“呼童持烛开藤纸，

一首清诗取次成。”元朱庭玉《青杏子·送别》曲：“肠断处，取次作别离。”

5.花丛：这里并非指自然界的花丛，乃借喻美貌女子众多的地方，暗指青楼妓馆。

6.半缘：此指“一半是因为……”。

7修道：指修炼道家之术。此处阐明的是修道之人讲究清心寡欲。

8.君：此指曾经心仪的恋人。

https://so.gushiwen.org/authorv_efd5da0ed1a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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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的离思五首，都是为了追悼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 年）。唐德

宗贞元十八年（802 年），韦丛 20 岁时下嫁元稹，其时元稹尚无功名，婚后颇受贫困之苦，

而她无半分怨言，元稹与她两情甚笃。七年后韦丛病逝，韦丛死后，元稹有不少悼亡之作，

这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组诗。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采用巧比曲喻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主人公对已经失去

的心上人的深深恋情。它接连用水、用云、用花比人，写得曲折委婉，含而不露，意境深远，

耐人寻味。

首二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海无比深广，因而使别处的水相形见

绌。巫山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据宋玉《高唐赋序》说，其云为神女所化，上属

于天，下入于渊，茂如松榯，美若娇姬。因而，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沧海”、

“巫山”，是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诗人引以为喻，从字面上看是说经历过“沧海”、“巫

山”，对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实则是用来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

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因而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

子了。

“难为水”、“不是云”，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

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

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说明“懒回顾”的原因。元稹生平“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

（白居易《和答诗十首》赞元稹语），是尊佛奉道的。另外，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

为专心于品德学问的修养。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学也好，对元稹来说，都不过是心

失所爱、悲伤无法解脱的一种感情上的寄托。“半缘修道”和“半缘君”所表达的忧思之情

是一致的，而且，说“半缘修道”更觉含意深沉。

https://baike.so.com/doc/104835-11064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40053-5952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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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惠(627-650)，湖州长城人，唐朝果州刺史徐孝德之女，

唐太宗李世民的嫔妃。她生于太宗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

生五月即能言语。四岁通《论语》及《毛诗》。八岁已善属

文。徐孝德曾命拟离骚为小山篇，文辞典美，孝德大惊，知

不可掩，所作遂盛传。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入宫后遍涉经

史，手不释卷。太宗益礼顾。俄拜婕妤，晋升徐孝德为水部

员外郎(徐孝德墓志载为礼部员外郎)，徐惠再迁充容。贞观

末，太宗频征高丽，广修宫殿，徐惠上疏极谏征伐、土木之

烦，太宗善其言，优赐之。太宗卒，哀慕成疾，不肯服药，又作七言诗及连珠以见意。永徽

元年(公元 650 年)亦卒，赠贤妃，陪葬昭陵石室。

【资料转引自：古诗文网】

https://baike.so.com/doc/5337388-5572827.html
https://baike.so.com/doc/7600833-78749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032451-5258818.html
https://baike.so.com/doc/2476773-261768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290328-136428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46356-20594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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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半轮明月高高悬挂在峨眉山前，青衣江澄澈的水面倒映着月影。

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难相见，只能依依不舍顺江去向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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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峨眉山：在今四川峨眉县西南。

2.半轮秋：半圆的秋月，即上弦月或下弦月。

3.影：月光的影子。

4.平羌：即青衣江，在峨眉山东北。源出四川芦山，流经乐山汇入岷江。

5.夜：今夜。发：出发。清溪：指清溪驿，属四川犍为，在峨眉山附近。三峡：指长江瞿塘

峡、巫峡、西陵峡，今在四川、湖北两省的交界处。一说指四川乐山的犁头、背峨、平羌三

峡，清溪在黎头峡的上游。

6.君：指峨眉山月。一说指作者的友人。下：顺流而下。渝州：治所在巴县，今重庆一带。

这首诗出自《李太白全集》卷八，是李白年轻时的作品。峨眉山是蜀中大山，也是蜀地

的代称。李白是蜀人，因此峨眉山月也就是故园之月。此诗是李白初离蜀地时的作品，大约

作于开元十二年（724 年）秋天。

这首诗意境明朗，语言浅近，音韵流畅。全诗意境清朗优美，风峨眉山月歌致自然天成，

为李白脍炙人口的名篇之一。

诗从“峨眉山月”写起，点出了远游的时令是在秋天。“秋”字因入韵关系倒置句末。

秋高气爽，月色特明（“秋月扬明辉”）。以“秋”字又形容月色之美，信手拈来，自然入

妙。月只“半轮”，使人联想到青山吐月的优美意境。在峨眉山的东北有平羌江，即今青衣

https://so.gushiwen.org/mingju/juv_8426c8a29dc7.aspx
https://so.gushiwen.org/authorv_b90660e3e492.aspx
https://p1.ssl.qhimg.com/t0162fdd76e8441780d.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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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源出于四川芦山县，流至乐山县入岷江。次句“影”指月影，“入”和“流”两个动词

构成连动式谓语，意言月影映入江水，又随江水流去。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定位观水中月影，

任凭江水怎样流，月影却是不动的。“月亮走，我也走”，只有观者顺流而下，才会看到“影

入江水流”的妙景。所以此句不仅写出了月映清江的美景，同时暗点秋夜行船之事。意境可

谓空灵入妙。

次句境中有人，第三句中人已露面：他正连夜从清溪驿出发进入岷江，向三峡驶去。“仗

剑去国，辞亲远游”的青年，乍离乡土，对故国故人不免恋恋不舍。江行见月，如见故人。

然明月毕竟不是故人，于是只能“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了。末句“思君不见下渝州”

依依惜别的无限情思，可谓语短情长。

诗中连用了五个地名，构思精巧，不着痕迹，诗人依次经过的地点是：峨眉山──平羌

江──清溪──三峡──渝州，诗境就这样渐次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千里蜀江行旅图。除“峨

眉山月”以外，诗中几乎没有更具体的景物描写；除“思君”二字，也没有更多的抒情。然

而“峨眉山月”这一集中的艺术形象贯串整个诗境，成为诗情的触媒。由它引发的意蕴相当

丰富：山月与人万里相随，夜夜可见，使“思君不见”的感慨愈加深沉。明月可亲而不可近，

可望而不可接，更是思友之情的象征。凡咏月处，皆抒发江行思友之情，令人陶醉。连用五

个地名，精巧地点出行程，既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迈，也有思乡的情怀，语言流

转自然，恰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本来，短小的绝句在表现时空变化上颇受限制，因此一般写法是不同时超越时空，而此

诗所表现的时间与空间跨度真到了驰骋自由的境地。二十八字中地名凡五见，共十二字，这

在万首唐人绝句中是仅见的。它被视为绝唱，其原因在于：诗境中无处不渗透着诗人江行体

验和思友之情，无处不贯串着山月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这就把广阔的空间和较长

的时间统一起来。其次，地名的处理也富于变化。“峨眉山月”、“平羌江水”是地名副加

于景物，是虚用；“发清溪”、“向三峡”、“下渝州”则是实用，而在句中位置亦有不同。

读起来也就觉不着痕迹，妙入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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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 年—762 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

人”。是唐李白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

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

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

作诗，喜交友。

【资料转引自：古诗文网】

https://baike.so.com/doc/5340576-55760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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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塔——昵称小蛮腰

广州塔建筑总高度 600 米，其中主塔体高 450 米，天线桅杆高 150 米，以中国第一、世

界第三观光塔的地位，向世人展示腾飞广州、挑战自我、面向世界的视野和气魄。广州塔，

因其独特设计造型，与珠江交相辉映，成为新中轴线上的亮丽景观。

白云山

白云山，是新“羊城八景”之首、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和国家

AAAAA 级景区。它位于广州市的 东北部，为南粤名山之一，自古就有“羊城第一秀”之称。

山体相当宽阔，由 30 多座山峰组成，为广东最高峰九连山的支脉。面积 20.98 平方公里，

主峰摩星 岭高 382 米，峰峦重叠，溪涧纵横，登高可俯览全市，遥望珠江。每当雨后天晴

或暮春时节，山间白云缭绕，蔚为奇观，白云山之名由此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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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纪念堂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广州人民和海外华侨为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筹资兴

建的纪念性建筑物。中山纪念堂座落在广州越秀山南麓，1921 年至 1922 年期间，孙中山曾

在这里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广州中山纪念堂 1928 年动工，1929 年奠基，1931 年落成，

总占地面积 6.2 万平方米，大堂外高 52 米，主体建筑总占地面积(包括大堂四周平台)1.2

万平方米，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会堂式建筑和目前全球最大的孙中山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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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室圣心大教堂

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坐落于广州市区中心一德路。圣心大教堂于 1863 年 6 月 18 日圣心

瞻礼日正式举行奠基典礼，故命名圣心大教堂。历时 25 年始建成，是天主教广州教区最宏

伟、最具有特色的一间大教堂。石室圣心大教堂由法国设计师设计，中国工匠建造而成。

教堂建筑总面积为 2754 平方米，东西宽 35 米，南北长 78.69 米，由地面到塔尖高 58.5

米，石室圣心大教堂 1861 年耗资 40 万法郎建立，可与闻名世界的法国巴黎圣母院相媲美。

是天主教广州教区最大教堂，国内现存最宏伟的双尖塔哥特式建筑之一，东南亚最大的石结

构天主教建筑，也是全球四座全石结构哥特式教堂建筑之一，由于教堂的全部墙壁和柱子都

是用花岗岩石砌造，所以又称之为“石室”或“石室耶稣圣心堂”、“石室天主教堂”。1996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是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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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

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地处广州新城中心位置，是长隆集团旗下第一个综合性旅游度假

区，现拥有长隆欢乐世界、长隆水上乐园、长隆国际大马戏、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广州鳄鱼

公园和长隆酒店等众多世界级主题乐园和高端度假酒店，集旅游、休闲、文化三位一体，是

中国目前拥有主题公园数量最多和规格最高的超大型主题景区。

【资料转引自：搜狐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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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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