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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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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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美五大自然景观

金谷园

古砬子村里还“藏着”网红民宿

赏旖旎风景 看最闪耀的“钻石”

赏东港鸟浪奇观 数万候鸟年年还

因地制宜 景区开放不搞“一刀切”

亚洲首家温泉博物馆

“国花第一园”1

2

3

4

1

2

3

1

游山西村

1

2

目 录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5月 第 10期
总第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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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不需要过多的去赘述，仅仅从唐代诗人刘禹锡

的《知赏牡丹》就足以描绘出牡丹的“国色天香”。我国种植牡丹的历史至今已有 1900 多年，

牡丹的品种超过了 1000 多品种，自古以来，牡丹就备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又是一年牡丹盛

开好时节，国内有很多地方都有种植牡丹，也有众多的牡丹观赏园，但是对于人们心中最佳

赏牡丹的地方还是当属十三朝古都——洛阳。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与牡丹的渊源悠长。“洛阳地脉花最

宜，牡丹尤为天下奇。”这一句出自欧阳修的《洛阳牡丹图》，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洛阳市是

适合种植牡丹的地方，这里的牡丹叶是天下最美的。洛阳牡丹栽培最早可以追溯到隋朝，其

鼎盛时期为唐朝，更是在宋朝“甲于天下”，距今已有 1900 多年的历史了，也因此洛阳有“千

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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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洛阳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文人墨客赞赏牡丹的诗句更是不计其数。在历史上，

文人墨客对牡丹是宠爱有加，其挥笔泼墨，我们随口也都能背诵几句关于牡丹的诗句来。当

然这都是得益于牡丹的雍容华贵、国色天香、富丽堂皇，以及它富含美好的寓意，吉祥富贵、

繁荣昌盛，是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也成为了“国花”。

洛阳牡丹“甲天下”。那么牡丹花期，我们来到洛阳，去哪里赏牡丹呢？在洛阳有众多

的牡丹观赏园，但是如果说人气最高的，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牡丹专类观赏园的花，那么非

“中国国花园”莫属了。

中国国花园，位于洛阳市洛河南岸隋唐城遗址之上，也是洛阳市中心最为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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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园区总占地面积超过 1500 亩，东西长 2.4 公里，南北最宽有 500 余米，这么大的园区，

并没有种植繁多品种的花，整个园区内唯一种植的就是牡丹。但是这里可不只有一个品种的

牡丹，整个园区种植超过 1080 多个品种的牡丹，牡丹的种植面积更是国内最大的多达 750

亩，经过不断的精心栽培目前园区已经种植牡丹超过 60 余万株，是我国名副其实的最大的

牡丹专类观赏园，堪称“国花第一园”。

又是一年一度的洛阳牡丹赏花季。但是洛阳牡丹的花期也仅仅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其中

最盛的花期为四月中旬，此时洛阳牡丹花开最艳，花开品种最多。中国国花园里超过 1080

多个品种超过 60 余万株的牡丹也正值花期，各类不同品种的牡丹相继绽放，姹紫嫣红，美

不胜收。

每年牡丹花期，每天来中国国花园赏牡丹中外游客更是数以万计。按道理来说，如果中

国国花园门票收入肯定是不菲的，但是园区却并没有这么做，正值牡丹花期时，园区门票在

工作日仅仅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10 元，也是为了牡丹的后期培育和园区的维护，游客在这里

不但可以欣赏的不同品种的牡丹，还可以目睹国花的“国色天香”的真容，可以说是国内最

良心的牡丹观赏园。

【资料转引自:搜狐旅游网】

https://www.sohu.com/?strategyid=00001&spm=smpc.content.content.2.1588309759883efFNQ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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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大家都知道；但是温泉博物馆，估计听过的人就不多了。那么，大家知道我国第

一家温泉博物馆在哪儿吗？答案就是内蒙古。

据了解，在 2004 年 7 月 28 日，中国第一家温泉博物馆在兴安盟阿尔山建成开馆，名字

很直接，就叫“中国温泉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不仅是中国第一家，也是亚洲第一家。

中国温泉博物馆之所以建于内蒙古兴安盟，就是为了依托阿尔山独特的矿泉资源。据悉，

该温泉博物馆是一家集饮用、洗浴、博览、科考、疗养、康复、旅游、避暑、娱乐、健身于

一体的博物馆。

中国温泉博物馆面积很大，大约为 6763 平方米，阿尔山有 48 眼泉，而博物馆囊括了

37 眼，占据了三分之二还多。其中，有 6 个泉眼的泉水引流到博物馆内。在这座温泉博物

馆中，分布着冷、温、热、高热泉等四种温度和重碳酸钠、放射性氡泉和偏硅酸泉等 3 类泉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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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博物馆建成后，极大地提升了阿尔山圣水神泉的知名度，同时也带动了阿尔山的生

态旅游疗养产业，甚至于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可以

去看一看！

【资料转引自:搜狐旅游网】

全国景区逐步进入“防控型复工”阶段。3 万多家旅游景区是中国旅游业的龙头，中国

旅游景区协会、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近日联合中国旅游研究院成立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振兴

合作机制，推进景区疫后的复苏振兴，关闭的景区开始按下“重启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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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信心

据旅游行业分析，受疫情影响，春节期间全国景区收入损失巨大。面对沉重打击，景区

没有失去信心。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会长、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会长姚军表示，景区已逐步

开放或准备开放，坚持防疫和复工两手抓，尽可能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实现行业的重启、

复苏和振兴。

疫情不仅造成景区停业，还对旅游市场、出游信心、出游方式等带来巨大冲击。游客出

游意愿的恢复，将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恢复。旅游市场的恢复也需要较长过程。因此，

重振游客和市场的信心是复工阶段的重点。

“虽然全国上下复工复产，由于旅游景区疫情防控的特殊性要求，即使景区开放了，市

场的恢复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过程。”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副会长、华侨城旅游研究

院院长王刚表示。

在清明上河园董事长王爽看来，“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在疫情面前，我们最重要的是坚

定信心，现在把内功练好，相信文旅行业的朝阳会再次升起。”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德辉认为，疫情导致景区暂时关停，并不能否定景

区所具有的坚韧和生命力。景区应坚信旅游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

有变，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没有变。

稳妥开放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一些景区陆续实现了复工开园。2月底，文化和旅游部下

发了《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也提出了“严格管控、有

序开放、因地制宜、科学复工”的建议。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副秘书长周莉媛提醒说：“疫情

防控仍是景区当前的首要任务，景区开放一定要符合各地防控要求，遵循有序受控的原则，

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确保游客员工安全的前提下，依各景区的自身条件有序开园，不跟风，

不搞一刀切。”

章德辉认为，旅游景区恢复开放要遵循规律。市场全面恢复一般在疫情解除两三个月后。

景区全面恢复必须以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交通以及各类接待服务设施等产业链的全面恢复

为前提。旅游景区之间不必争先恐后抢跑赛道。

当前景区复工急不得也缓不得。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

分会会长魏小安说：“主动抢跑可能会弄巧成拙，风险防范不可心存侥幸。疫情过后的旅游，

不是复苏，而是振兴。只有按照旅游市场新的追求和消费方式新的变化，谋求创新，这才是

希望所在。”

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会长葛宝荣分析：“有的景区天天盼开放，开放后又出现新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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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成本大，接待要求高，客人却没多少。因此，景区不要盲目开放。景区恰恰可利用这个

时机思考，要想生存，就必须主动创新。”

“要逐步恢复经营，欲速则不达，不能急于求成，把基础做扎实，后面发展就会较快。

在恢复期，我们需要做的是提升品质、创新产品。”苏州高新旅游集团董事长顾俊发认为。

创新发展

疫情之后，游客再次走进景区，眼前会为之一亮吗？河北野三坡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马树起告诉记者：“我们将防疫期变为‘闭关期’、修炼内功的‘最佳期’。适时转型是景区

的唯一出路。目前，索道、停车场、门区、游步道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五月

份将以崭新面貌亮相。景区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AR/VR 等新技术，转向智慧化管理模式。”

海昌海洋公园开启了云游览、云课堂，线上讲解海洋科普知识，线上线下互动，家庭儿

童客群的反馈非常积极。海昌海洋公园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王旭光说，现在海昌公园非门票

收入已占到 35%，游客的需求是可以创造的，未来潜力无限。

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院长雷海粟建议，根据旅游的社会性和公益性特点，应将旅游景区

纳入到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架构当中，特别强化在应急管理、公共救援救助方面的功能，

并搭建旅游创新平台。

疫情之后，生活终将重归日常。旅游景区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更多游客。中国旅游研究

院院长戴斌表示：“未来的景区应当是安全的、健康的和生态的。未来的景区必须让游客感

到生活的温暖和服务的品质。未来的景区也应当是科技支撑和研发驱动的数字化空间。旅游

景区必将走向高质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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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部分恢复开放。其中，长隆、罗浮山、惠州西湖等多家景区均采取

预约制，并加强了防疫安全指引。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景区入口设置防疫安全提示。陈熠瑶 摄

在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入口区域，设有明显的指引标识。游客在佩戴口罩、体温测量筛检、

实名登记、“健康码”核验以后，排队有序入园。园区现场广播也提醒游客佩戴好口罩，保

持合适距离，按工作人员指引参观游览。

来自辽宁的黄女士带着外孙女，8 点半就来到门口排队。她说，之前通过景区公告了解

到，近期度假区内游客接待量只维持在最高承载量的 30%以下，安全有保障，比较舒适和放

心，所以早早带着孙女来看心心念念的小动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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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入园接受体温检查。陈熠瑶 摄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游客入园游览主要分为“五步走”，即佩戴

口罩，保持合适距离；体温测量筛检；健康码核验；有效身份认证文件核对；电子二维码门

票核实。经过五步，游客就可以进入园区游览了。

游客乘坐小火车参观园区。陈熠瑶 摄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内，游客按照指引有秩序地间隔排队，隔排乘坐小火车前往“东非草

原”看望长颈鹿宝宝。在刚过去的 2月和 3月期间，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又有 3只长颈鹿小宝

宝出生。长隆动物专家周仕强介绍，这些长颈鹿小宝宝出生以后非常活跃，现在个子已经超

过 2米，体重增加得特别快，在园区内怡然自得地进食、休憩、玩乐。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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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候鸟迁徙季节，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候鸟不远万里飞到辽宁，受海水潮

汐影响，它们在位于丹东东港的鸭绿江口湿地上空集结，上演了令人称奇万鸟齐飞的鸟浪奇

观。4月底，这里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鸟浪出现，这些鸟群因涨潮、滩涂被淹没被推到岸边。

由于它们飞行动作一致，且鸟的身体羽毛背部深、腹部浅，鸟群飞行时犹如一波一波的浪花，

无需专业望远镜就可被看到，令众多观鸟者大饱眼福。

在东港鸭绿江口湿地，众多观鸟爱好者经过多日等待终于迎来最壮观的场面，这里不仅

有带着专业摄影设备的摄影发烧友，还有拿着普通手机拍照的观众。只见，密集的鸟群腾空

升起，不断翻飞，变换成不同的图形，犹如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挥。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告诉记者，在辽宁，最大的鸟浪区是鸭绿江口，

鸭绿江口湿地的候鸟主要是从新西兰、澳大利亚海边飞来的鸻鹬类，鸭绿江口是它们的中转

站和加油站，在这里，它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把自己吃得饱饱的，然后再往北极海岸线地区迁

徙繁殖。

第二篇 辽宁旅游实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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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介绍，这些鸻鹬类候鸟中以斑尾塍鹬等品种为主，斑尾塍鹬的后背部多半颜色比较

深，一般都是褐色的，当它们背部朝向人们，就是深色，它们转身时就露出腹部和翅膀底下

白色羽毛，因此整个鸟群就好像浪花一样由深变白，随着它们不断集体变换姿势，鸟群真的

好像浪花在“一闪一闪”地不断翻滚。

辽宁除了最大的鸟浪区鸭绿江口外，还有营口渤海湾、盘锦双台河口、庄河河口、庄河

胡里河河口。由于鸟浪能处在西边的地点可以拍摄最佳效果，鸭绿江口有填海大坝，可以拍

到落日鸟群，且数量极大，因此观鸟者众多。而营口是辽宁刚兴起的鸟浪观测地，由于营口

鸟浪出现的位置朝向正好是西面，很适合拍摄落日鸟浪的效果，因此也备受沈阳人追捧。

【资料转引自:沈阳网】

沈水之滨，一颗“钻石”熠熠生辉，“钻石”之畔，一座公园莺歌燕舞。听一场音乐盛

宴，陶冶情感；赏一阵鸟语花香，亲近自然。

一座公园，依一袭河水蜿蜒。

一座城因为一片水而灵动，一片水因为一座城而清澈。浑河作为沈阳的母亲河，历经蜕

变，在沈阳市民心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浑河，这一古代最为繁忙的河流之一，孕育和见证了“沈水文明”。7200 年前，人类

就在此农耕渔猎，繁衍生息。历史悠久的浑河留给后世极其丰厚的物质及精神财富。其中，

著名的“浑河晚渡”，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闻名遐迩。而在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漫步浑河

之滨，依旧能感受到它那磅礴的气势，也能尽享它那“鸟落空林、轻舟古渡”的幽静。

五里河公园是沈阳市最大的城市滨河公园，与“大钻石”盛京大剧院在浑河北岸筑起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公园建设以植物造园为主，分为自然景观区、文化休闲区、娱乐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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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禽生态区、沿道路景观区、湿地生态区、主入口区等几个主要区域。公园内景观借鉴国内

外先进设计理念，堪称国内一流。

一颗“钻石”，是最美爱情见证地。

这里，是最美爱情的见证地；是最好的室外婚礼举办地；是最佳新婚旅游的目的地；是

把你想要的爱都给 Ta 的地方。这里，就是盛京大剧院。

盛京大剧院，外形酷似一颗“大钻石”，与浑河粼粼河水相互辉映，在浑河之畔熠熠生

辉。不仅为参观者营造出一个音乐圣堂里“听”的盛宴，也是一场视觉的洗礼。盛京大剧院

的“钻石”形外观，是因为其独具匠心的设计。“大钻石”的外面，共有 64 个切割面。每

个面由 400 块三角形玻璃板组合，共需 25600 块玻璃。其中最大的玻璃面积达 1231 平方米，

有的玻璃重达上千斤。不仅如此，中心“钻面”选用的是四层双中空玻璃，以此增加“钻石”

的闪亮度，使“大钻石”看起来更通透美观，白天玲珑璀璨，夜间绚烂夺目。

盛京大剧院总建筑面积约 8.5 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主要由 1800 座的综合剧场、1200 座

的音乐厅和 500 座的多功能厅三部分组成。剧场的舞台设计可以满足大型综艺、舞剧、歌剧、

话剧、芭蕾舞剧等众多艺术形式的演出，这里的演出效果完全可以与国家大剧院相媲美。

如今，五里河公园与盛京大剧院共同形成了一个以艺术中心为依托，集文化、休闲、娱

乐功能为一体的特色产业带，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

你，还不来“打卡”吗？

【资料转引自:沈阳网】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5月 第 10期
总第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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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乡村志：古砬子村位于沈阳市东北部山区，隶属于沈阳市浑南区满堂街道。全村在籍

182 户，人口约 560 人。古砬子村域总面积 3652 亩，距棋盘山名胜风景区 8公里。附近有

沈阳国家森林公园、花果山神秘谷旅游景区等旅游景点。东与铁岭市相邻，南与抚顺市隔山

相望。103 省道和 107 省道在附近通过，交通便利。村内南北山林茂密，蒲河上游流域在村

内穿过，村民居住在蒲河两岸。河流南侧地势平坦，山地此起彼伏。村庄古朴宁静，森林植

被丰富，空气清新怡人，生态环境优越。村庄基础设施齐全，村内道路硬化率达 100%，道

路两侧景观树绿化 60%，太阳能路灯亮化全覆盖，无害化卫生厕所使用率 100%。村民免费使

用深井自来水，网络通信覆盖全村。蒲河在村内流域建有连心桥 1座，分别建有钢闸坝和橡

胶坝各 1座，河道护坡修建千余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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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柳台屯到古砬子村子改名背后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开车沿着 103 省道向沈阳东北方向走，路过花果山神秘谷旅游景区后大约 10 分钟车程，

可以看到路边一个写着“古砬子”的石碑，就到了古砬子村。这块立于 1987 年的石碑后面，

写着这样一段话：“后金天聪九年此村称柳台屯，后因地处古砬子山前，改称古砬子。”查

阅现代汉语词典，“砬子”的意思是山上耸立的大岩石。的确，顺着小路向村里走，就能看

到村子四面环山。特别是一进村就能看到东西各有一座小山，村民都叫这两座山“龙山”和

“虎山”，意思就是“左青龙右白虎”的地势。

关于村子从柳台屯改名古砬子的经过，村主任孙丽杰讲了村子里流传着的一个故事。

“70 多年前还叫柳台屯，有一天一个云游道士到我们村，说这个村子好，河围着村子转，

叫玉带缠身。他还说东边山上有砬子，就叫古砬子村吧。”虽然这件事是否确为史实已经无

从考证，但村子确实后来一直沿用了古砬子的名称。而所谓“玉带缠身”的河水，正是穿过

村子的蒲河。虽然村子里的河面大约只有几十米宽，但村书记王连勇介绍，蒲河就是从这里

流入沈阳城，古砬子村的蒲河水可以说是沈阳域内蒲河的最上游。

建于 1431 年的丰云寺留下不冻泉眼和金牛的传说

“最早是有一个姓傅的满族正白旗人士，他是努尔哈赤的带刀护卫，清朝建立之后，他

们家就被封到这里。”王连勇说，“村里有几家的老人还曾亲眼见过自己的爷爷穿过古时的

官服。”关于村子的来历，村里人都认可这个说法。直到现在，村子里仍然住着 30 多位姓

傅的村民。据记载，古砬子村始建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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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村东南山坳处，有一处寺院遗址，让这里有人活动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几百年。

根据遗址中残留的石碑碑文可以确认，这里曾有一座始建于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的古老寺

院丰云寺。丰云寺曾分别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康熙十八年(1679)两次重建，寺院原建有

宝殿 3间、天王殿 3间、常驼堂 1间、西厢房 8间和山门 3座。1948 年 10 月被拆除。山坳

上现仅存两次重修石碑，及寺院基础石料柱角石等物，石碑碑文字迹清晰可见。

“丰云寺里有个泉眼，那是个不冻泉。以前老人们都会讲一个故事，就是泉眼里有时会

出来一头金牛，非常神奇。”王连勇说，这些关于丰云寺和古砬子村的传说和故事现在依旧

在村民中口口相传。而留在南山上的遗址，似乎就是这些传说的最好印证。

山上曾打响肥牛屯保卫战

不起眼的小村庄人杰地灵

1946 年 3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古砬子南边的山区曾经发生过一场肥牛屯保卫战，其中

北路主战场就在古砬子村。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经过三天三夜激战，在此地共歼敌 2000 余

人。如今的古砬子村，早就不见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群山环抱，绿水青山间，还不断养育

出代代人才。

村民们说，这里曾经有一位叫孙庆普的木匠，由于技艺精湛，参与过颐和园的维修。更

有据可循的，是在 2016 年里约残奥会田径男子 400 米 T12 级决赛中获得冠军的孙启超和在

多次世界级女子举重锦标赛中获得多项冠军的孙瑞萍等等。虽然从古砬子村走出来的人已经

站在世界级的赛场上，但最近很多外出打工、生活的人又开始回到古砬子村，正是因为他们

发现了一直“藏”在村子里的机遇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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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民宿旺季时需预订

合作社即将建成“安心菜园”

四周是山峦叠翠，眼前是蜿蜒流淌的蒲河，身边偶有候鸟栖息。2019 年 7 月，古砬子

村的十里芳华民宿正式开门迎客。

“以前就是种地，没啥收入，现在能攒下养老钱了，村子里也热热闹闹的，挺好、挺好。”

民宿项目开发之初，村民李海峰就参与其中，现在的四号院曾经就是他们家的院子。“除了

租房子的钱，游客们来都不空手回去，买点苞米、土豆、茄子这些农家菜，还都挺客气。”

李海峰年近 70 岁，但他现在除了种地，还帮着民宿干些平整草坪、土建的活，平均一天收

入也有 150 元。李海峰说，民宿都安装了地热，村里一年中至少有七八个月有游客来玩。看

着游人在这里玩得开心，李海峰和村民们也跟着高兴。

十里芳华民宿综合体项目总投资 2亿元，涉及古砬子、东四家子、望滨、闫家、南三家

子五个社区，项目在古砬子村先期改造的4个试点院落已于2019年 7月 19号正式对外运营。

项目业态将涵盖餐饮、住宿、运动、户外营地、房车露营、娱乐、冰雪娱乐、研学旅游、会

议会展、亲子教育、采摘、家庭农场等。同时项目还将开发艺术家部落、长河艺术祭、逃跑

计划研学营地等 15 个项目。目前，项目正在引入花卉、中草药的种植，与村合作社合作，

增加村集体收入。“旺季时必须提前订，很多人说咱们这是真山真水，空气也好。”孙丽杰

介绍。

除了民宿产业，古砬子村目前还成立了十多位村民参与的合作社，准备经营以认养纯天

然无公害绿色蔬菜为核心的“安心菜园”项目。菜园已经初步规划出 40 亩用地，未来预计

打造棋盘山东安心菜园，认养配送产业带。

【资料转引自:沈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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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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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往事已随着香尘散尽，没能够留下半点踪迹，如茵的春草年年自绿，流水无情地

悄悄逝去。黄昏时啼鸟在东风里噬怨声声，飘飞的落花还像那坠楼的人。

1、金谷园：金谷本地名，在河南洛阳市西北，西晋卫尉石崇筑园于此，园极奢丽。

2、香尘：沉香之末。石崇为教练家中舞妓步法，以沉香屑铺象牙床上，使她们践踏，无迹

者赐以珍珠。

3、流水无情：流水一去不回，毫无情意。多用以比喻事物的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流水，指金谷水。《水经注·谷水注》：“谷水又东，左会金谷水，水出自太白原，东南

流历金谷，谓之金水。东南流，经晋卫尉卿石崇之故居也。”

杜牧过金谷园，即景生情，写下了这首咏春吊古之作。面对荒园，首先浮现在诗人脑海

的是金谷园繁华的往事，随着芳香的尘屑消散无踪。“繁华事散逐香尘”这一句蕴藏了多少

感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B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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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拾遗记》谓：“石季伦（崇）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

迹者赐以真珠。”此即石崇当年奢靡生活之一斑。“香尘”细微飘忽，去之迅速而无影无踪。

金谷园的繁华，石崇的豪富，绿珠的香消玉殒，亦如香尘飘去，云烟过眼，不过一时而已。

正如苏东坡诗云：“事如春梦了无痕”。可叹，亦可悲，还是观赏废园中的景色吧：“流水

无情草自春”。水，指东南流经金谷园的金水。不管人世间的沧桑，流水照样潺湲，春草依

然碧绿，它们对人事的种种变迁，似乎毫无感触。这是写景，更是写情，尤其是“草自春”

的“自”字，与杜甫《蜀相》中“映阶碧草自春色”的“自”字用法相似。

傍晚，正当诗人对着流水和春草遐想的时候，忽然东风送来鸟儿的叫声。春日鸟鸣，本

是令人心旷神怡的赏心乐事。但是此时红日西斜，夜色将临；此地是荒芜的名园，再加上傍

晚时分略带凉意的春风，在沉溺于吊古之情的诗人耳中，鸟鸣就显得凄哀悲切，如怨如慕，

仿佛在表露今昔之感。日暮、东风、啼鸟，本是春天的一般景象，着一“怨”字，就蒙上了

一层凄凉感伤的色彩。此时此刻，一片片惹人感伤的落花又映入诗人的眼帘。诗人把特定地

点（金谷园）落花飘然下坠的形象，与曾在此处发生过的绿珠坠楼而死联想到一起，寄寓了

无限情思。一个“犹”字渗透着诗人很多追念、怜惜之情。绿珠，作为权贵们的玩物，她为

石崇而死是毫无价值的，但她的不能自主的命运正是同落花一样令人可怜。诗人的这一联想，

不仅是“坠楼”与“落花”外观上有可比之处，而且揭示了绿珠这个人和“花”在命运上有

相通之处。比喻贴切自然，意味隽永。

一般怀古抒情的绝句，都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这首诗则是句句写景，景中寓情，

四句蝉联而下，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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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803 年－约 852 年），字牧之，号樊川居士，汉族，

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散文

家，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 26 岁中

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后赴江西观察使幕，转淮南节度使

幕，又入观察使幕，历任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

外郎，黄州、池州、睦州刺史等职。

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

《樊川文集》。杜牧的诗歌以七言绝句著称，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其诗英发俊爽，多切经

世之物，在晚唐成就颇高。杜牧人称“小杜”，以别于杜甫，"大杜“。与李商隐并称“小

李杜”。

【资料转引自：古诗文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4%BB%A3/3453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A3%E6%96%87%E5%AE%B6/12431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A3%E6%96%87%E5%AE%B6/12431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4%BD%91/37064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4%BB%8E%E9%83%81/91976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4%90%E6%96%87%E5%AE%97/6172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5%92%8C/35901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A1%E4%B9%A6%E9%83%8E/10410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B7%9E/48519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A0%E5%B7%9E/9928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D%A6%E5%B7%9E/17688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BA%E5%8F%B2/722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8%8A%E5%B7%9D%E6%96%87%E9%9B%86/35798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3%E8%A8%80%E7%BB%9D%E5%8F%A5/102728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94%AB/635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5%95%86%E9%9A%90/748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6%9D%8E%E6%9D%9C/3488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F%E6%9D%8E%E6%9D%9C/34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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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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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笑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浊而又浑，在丰收屿年景里待客菜肴非常丰繁。

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柳绿花艳忽然眼前又出现一个山村。

吹着箫打起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村民们衣冠简朴古代风气仍然保存。

今后如果还能乘大好月色出外闲游，我一定拄着拐杖随时来敲你的家门。

腊酒：腊月里酿造的酒。

足鸡豚（tún）：意思是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足：足够，丰盛。豚，小猪，诗中代指猪肉。

山重水复：一座座山、一道道水重重叠叠。

柳暗花明：柳色深绿，花色红艳。

箫鼓：吹箫打鼓。春社：古代把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做为春社日，拜祭社公（土地神）和五谷

神，祈求丰收。

古风存：保留着淳朴古代风俗。

若许：如果这样。闲乘月：有空闲时趁着月光前来。

无时：没有一定的时间，即随时。叩（kòu）门：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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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作于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初春，当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家。在此之前，陆游曾

任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市）通判，因在隆兴二年（1164）积极支持抗金将帅张浚北伐，符离

战败后，遭到朝廷中主和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

罪名，从隆兴府通判任上罢官归里。陆游回到家乡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苦闷和激愤的感情

交织在一起，然而他并不心灰意冷。“慷慨心犹壮”（《闻雨》）的爱国情绪，使他在农村

生活中感受到希望和光明，并将这种感受倾泻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里。此诗即在故乡山阴（今

浙江绍兴市）所作。

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腊酒，指上年腊月酿制的米酒。豚，

是小猪。足鸡豚，意谓鸡豚足。这两句是说农家酒味虽薄，而待客情意却十分深厚。一个“足”

字，表达了农家款客尽其所有的盛情。“莫笑”二字，道出了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

次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寓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读了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青翠可掬的

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愈益依稀难

认。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见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

觉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描摹，这两句却格

外委婉别致，所以钱钟书说“陆游这一联才把它写得‘题无剩义’”(《宋诗选注》)。人们

在探讨学问、研究问题时，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山回路转、扑朔迷离，出路何在?于是顿

生茫茫之感。但是，如果锲而不舍，继续前行，忽然间眼前出现一线亮光，再往前行，便豁

然开朗，发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天地。这就是此联给人们的启发，也是宋诗特有的理趣。

人们读后，都会感到，在人生某种境遇中，与诗句所写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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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疑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

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诗就越出了自然景色描

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此联展示了一幅春光明媚的山水图；下一联则由自然入人事，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

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社”为土地神。春社，在

立春后第五个戊日。这一天农家祭社祈年，热热闹闹，吹吹打打，充满着丰收的期待。这个

节日来源很古，《周礼》里就有记载。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也说：“击鼓吹箫，却入

农桑社。”到宋代还很盛行。而陆游在这里更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

土风俗，显示出他对吾土吾民之爱。

前三联写了外界情景，并和自己的情感相融。然而诗人似乎意犹未足，故而笔锋一转：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无时，随时。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

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清光中，给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

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而今而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叩柴扉，与老

农亲切絮语，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陆游（1125—1210），宋代爱国诗人、词人。字务观，号

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

尤以诗的成就为最，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

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存诗

9300 多首，是文学史上存诗最多的诗人。其诗在思想上、艺术

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词作数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

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

《南唐书》、《老学庵笔记》、《放翁词》、《渭南词》等数十个文集传世。

【资料转引自：古诗文网】

https://so.gushiwen.cn/authorv_3b99a16ff2dd.aspx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91%E5%8D%97%E8%AF%97%E7%A8%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AD%E5%8D%97%E6%96%87%E9%9B%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94%90%E4%B9%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81%E5%AD%A6%E5%BA%B5%E7%AC%94%E8%A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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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山水

桂林市地处南岭山系的西南部，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遍布全市的石灰岩经亿

万年的风化浸蚀。

形成了千峰环立、一水抱城、洞奇石美的独特景观，被世人美誉为“桂林山水甲天下”。

漓江两岸风光秀丽，空气十分清新，泛舟漓江看十里画廊非常惬意，喀斯特地貌风光也

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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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雾凇

吉林具有丰富、优势和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自然景观千姿百态，人文景观独具特色。

东部的长白山自然保护区，“雄山托天池，林海藏珍奇”，是世人瞩目的神奇之地。

冰清玉洁的吉林雾凇，以其“冬天里的春天”般的诗情画意，同桂林山水、云南石林、

长江三峡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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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石林

石林是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一个风景区，也是世界自然遗产。

它拥有世界上喀斯特地貌演化历史最久远、分布面积最广的古生代岩溶地貌群落石林,

被誉为 “天下第一奇观”。

云南的石林很有气魄，这里石林景色优美，空气清新，而且景观很奇特，只是景色略单

调，总体而言是个旅游的好地方。

黄山云海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境内，集中国各大名山的美景于一身，尤其以奇松、怪石、

云海、温泉“四绝”著称。是大自然造化中的奇迹，历来享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

不看岳”的美誉。黄山归来不看岳，仿佛穿梭在人间与仙境，云海与日出很漂亮，天气好的

时候光明顶上景色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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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黄山也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疗养胜地，入选了“中国旅

游胜地四十佳”，并于 1985 年入选全国十大风景名胜。

吉林长白山

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地区，长白山风景区是国家首批 5A 级景区，瑰丽的原始风光，

景致无限。西坡看天池的视野最辽阔，而且空气很好，雪天的天池最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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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是一座巨型复式火山，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形成了神奇壮观的火

山地貌，富有北国情趣的冰雪风光。

著名的长白山天池位于长白山主峰火山锥体的顶部，荣获海拔最高的火山湖吉尼斯世界

之最。天池四周奇峰林立，池水碧绿清澈。

【资料转引自：百度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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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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