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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您游景区——旅游足迹

与您话景区——景区介绍

同您聊“旅游
+
”——全域旅游

为您说时事——时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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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莹（上半月）、马美琪（下半月）

本期责编：李佳文

上半月刊编委：李佳文、路 鑫、张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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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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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宋城全民穿越，全民沉浸式演出《我回大宋》，玩宋人的娱乐项目、做宋代文艺青

年、吃宋代美食、看《宋城千古情》、用“交子”体验宋代消费乐趣……届时，景区街衢纵

横，茶楼酒肆、艺场教坊林立，处处笙歌管弦，吃喝玩乐游赏购，体验穿越众生相。

《宋城千古情》 杭州宋城的灵魂

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与拉斯维加斯的“O”秀、巴黎红磨坊并称“世界三大名秀”，

给我一天，还你千年！

歌舞剧用声、光、电科技手段和舞台机械、以出其不意的呈现方式演绎了良渚古人的艰

杭州宋城千古情景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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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宋皇宫的辉煌、岳家军的惨烈、梁祝和白蛇许仙的千古绝唱，把丝绸、茶叶和烟雨江南

表现的淋漓尽致，颇具视觉体验和心灵震撼。

千年古人事 今日故人情

这是一座从画上搬下来的古城，原型是《清明上河图》，一朝梦回千年，让人沉浸在大

宋文化的魅力中，每一位游客都是生活画卷的主角。全民沉浸式演出《我回大宋》，选择自

己喜欢的角色，参与到《好汉劫法场》、《岳飞点兵》、《风月美人》……等演出中，做一

天宋人，数万人共同完成一次穿越壮举。宋城千古情，一幕幕动人的歌舞剧，一声声悦耳的

锣鼓声。

《三千粉黛送柳永》、《龙车凤撵巡游》、《包公铡美案》、《古典魔术》……等众多

演出，共同创造历史，共同演绎千年前大宋的这一天，开创主题公园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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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玩乐游赏购 体验穿越众生相

玩一次宋人的娱乐项目：蹴鞠、投壶、相扑、放风筝、骑竹马、斗蛐蛐；做一次宋代文

艺青年：琴、棋、书、画、诗、酒、花、茶；宋城景区街衢纵横，茶楼酒肆、艺场教坊林立，

处处笙歌管弦。

王员外家小姐抛绣球

抢到绣球的游客不仅可以跟王家三小姐拜堂成亲，还可以骑高头大马游宋城一圈，并得

到特别的纪念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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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子勾栏百戏

歌舞、说唱、曲艺、杂技，瓦子勾栏看百戏；提线木偶、皮影戏、飞刀绝技、大型古装

情景剧《燕青打雷》、神鞭、飞叉、中幡绝技、叠影倒立、民间驯鼠、古典魔术、拉大片、

二宫摔跤、布袋偶戏、驯羊猴等。

糖画 捏面人

民间艺人在长期实践掌握了糖料、面粉的特性，在造型上多施以饱满、匀称的线条，从

而形成了独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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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打铁、磨豆腐等传统技艺，切身体验古人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

宋代是富庶的朝代，都市经济发达，出现了早期的纸币“交子”，这是宋城景区勾栏瓦

肆的商贩唯一认识的纸币。景区将为您提供用于体验的“交子”，分布在景区内的大宋钱庄

也将为您提供兑换服务，让您充分体验在宋代消费的乐趣。

【资料转引自：毛春萍的旅游宝典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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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俗称西港，原名磅逊，1993 年根据时任国王名字更名为西哈努克。西哈努

克距金边 232 公里，是柬埔寨最大最繁忙的海港，首都金边外第二大城市，柬埔寨三大旅游

胜地之一。这里远离闹市的喧嚣，其风光、沙滩不亚于马尔代夫、帕劳，又因其消费低廉，

已逐渐经成为休闲度假的天堂。西哈努克港建于 1950 年以后，为鼓励投资，1998 年立为免

税港。目前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枢纽，全柬唯一一个经济特区，其地位

类似于中国的“深圳”。

柬埔寨西南海岸线上的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可由市区乘嘟嘟车前往，海

滩全天免费开放的。港口就在一个很漂亮的海滩边上，边上全是商铺，卖各色食物，饮料。

有鱿鱼、螃蟹、椰汁、甘蔗汁等等。

西哈努克港旅游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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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山，位于城北，是西哈努克城的制高点。山体海拔 132 米，植被覆盖率较高，

在山顶可鸟瞰整个海港。白天海天一色，壮丽阔达，傍晚夕阳洒下，冰蓝变暖蓝，美丽非常。

西哈努克山因四周无遮挡，可以说是观日落的最佳地点。

利阿国家公园建造于 1993 年，在柬埔寨具有很高的科学、教育和娱乐的意义。公园中

有红树林和沼泽地，游客可以租船沿着河游览。沿着河口，可以看到猴子、鹰和海豚等动物。

在无人的沙滩周围，你会看到小溪，曲折蜿蜒到了密林中，公园的中间白身绿顶的建筑

物。一条栈道走过一片原始湿地，然后坐船穿过红树林，再走过一段海边树林就是王子岛。

奥彻迭海滩是西哈努克市五大海滩中最繁华的海滩，比起索卡海滩的确热闹不少，平民

化，接地气，离市中心比较近。

奥彻迭尔沙滩是公有土地对所有游客开放，因此这片海滩具有浓重的商业气息。在这里，

香蕉船、摩托艇、帆伞运动、秋千、BBQ、SPA 等应有尽有，这里不属于宁静之地，只适合

在海边吃喝玩乐疯闹嬉戏。

奥彻迭海滩很大，看起来发展也最为成熟。沙滩边有很多躺椅、木桌和遮阳伞，游客惬

意地在躺椅上进行日光浴，头顶托盘的当地人则忙碌地穿梭其间，招徕生意。那些托盘里面

盛着鱿鱼、炸虾等海产品，颜色鲜艳，个体硕大，样子实在诱人。也有盛着贝壳项链的，五

彩缤纷的也很养眼。最吸引人的还是珊瑚，想不到各地都要保护珊瑚的今天，在西哈努克可

以看到公开出售的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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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龙岛是柬埔寨南部城市西哈努克的一个离岛，未经大规模商业开发，高龙岛总面积约

78 平方公里，位于泰国湾东北部，距离西哈努克约 30 分钟船程。

该岛数十年来与世隔绝，令质朴的天然环境得以最佳保存，其中包括珊瑚礁、热带棕榈

林、热带雨林、瀑布、波光粼粼的湛蓝水域和 28 个纯白沙滩，其中一个延绵 6公里的沙滩

更为区内最壮观的景观，岛上还有几处不错的潜水处。

旖旎风光、静谧美好，果冻般的海水、洁白如雪的沙滩营造出清幽闲适的氛围。

高龙岛被誉为东南亚硕果仅存、尚未开发的人间天堂，以及继普吉岛、苏梅岛及巴厘岛

后亚洲下一个最佳海滨度假胜地。

高龙岛上设施比较完善，可选择在岛上住上一周，过一下与世隔绝的生活。

躺在海边的吊床上，跟当地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比划着手势聊天，尝试一下与世隔绝的生

活。还有很多欧美的真人秀节目曾在这里拍摄取景，毋庸置疑，这里是理想的度假之选。

高龙岛上地貌丰富，有山地、丘陵和大片的森林。森林中还藏着季节性瀑布和溪流。由

于这里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周边的海洋保持着原生态，也是海洋生物的乐园，也是游客潜水、

浮潜的不错选择。晚上出海还能看到闪烁发光的浮游生物。此外，高龙岛沿岸分布着大小

20 多个海滩，其中 Sok San Beach 是岛上最美丽的海滩，海岸线绵长，沙质细腻，海水清

澈，傍晚时分，躺在细软的沙滩上欣赏夕阳与晚霞，非常有意境。

【资料转引自：紫竹先生聊房产 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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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龙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三亚市东郊的一处优质热带海滨风景区，距离市中心区

约 10 公里。海湾以中心有野猪岛为中心，南有东洲岛、西洲岛，西面有东排、西排，可开

展多种水上运动。

亚龙湾为一个月牙湾，拥有 7千米长的银白色海滩，沙质相当细腻。而这里的南海没有

受到污染，海水洁净透明，远望呈现几种不同的蓝色，而水面下珊瑚种类丰富，可清楚观赏

珊瑚，适合多种水面下活动包括潜水等，令海底成为了当地的旅游的核心。岸上林木郁郁葱

葱。冬季这里的气温 27 摄氏度，水温 20 摄氏度，是一处理想的冬季避寒和休闲度假胜地。

号称“东方夏威夷”。沿海岸一带布满多座高级酒店，包括国际五星级的假日酒店。

该湾的锦母角、亚龙角是攀崖的良好场所。亚龙湾沙滩绵延 7公里且平缓宽阔，浅海区

宽达 50-60 米。沙粒洁白细软，海水清澈澄莹，能见度 7-9 米。

开放时间：全天(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至周日)

门票价格：免费

建议游玩：1-3 小时

天涯海角位于三亚市区西南 23 公里处，以美丽迷人的热带海滨自然风光、悠久独特

的历史文化而驰名中外。天涯海角陆地面积为 10.4 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6平方公里，背对

马岭山，面向茫茫大海，是海南建省 20 年第一旅游名胜。这里海水澄碧，烟波浩瀚，帆影

点点，椰林婆娑，奇石林立水天一色。海湾沙滩上大小百块石耸立，“天涯石”、“海角石”、

“日月石”和“南天一柱”突兀其间，昂首天外，峥嵘壮观。天涯海角景区海湾、沙滩上大

三亚景区推荐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017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80220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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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39057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4316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239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7137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97371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0874279&ss_c=ssc.citiao.link
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28342/20170814082451-838851359.jpg/0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210473&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353086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83466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321713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7744789&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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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块磊石耸立，上有众多石刻。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钦差大臣苗曹汤巡边至此，

勒石镌字“海判南天”，这是天涯海角最早的石刻。“海判南天”石刻对面，有一尊高约 7

米雄峙于大海的圆锥形巨石，为著名的“南天一柱”景观，“南天一柱”四个大字是清代宣

统元年（1909 年）崖州知州范云梯题刻。展开 1990 版 2 元人民币的背面，大家会发现这精

彩撼人的石景竟深入在华夏儿女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中。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天涯

海角景区门票价格下调，由原来的 80 元降至 68 元。

开放时间：07:30-18:00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至周日)

门票价格：淡季:普通票 68 人民币 (5 月 1 日-9 月 30 日 周一-周日) 旺季:普通票 81 人民

币 (10 月 1 日-次年 4月 30 日 周一-周日) tips: 景区优惠政策： 1.免票：1.2 米（含）以下

儿童或 6周岁（含）以下儿童凭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等有效证件，70 岁（含）以上凭老年

证或身份证，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离退休军人，记者，导游凭有效证件。 2.优惠票：1.2

米（不含）-1.4 米（不含）或 6周岁（不含）-18 周岁（不含）儿童凭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

明等有效证件，60（含）-70 岁（不含）老人凭老年证或身份证，国内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

学生凭学生证。 tips: 景区内电瓶车 15 元往返。

建议游玩：1-3 小时

三亚湾度假区紧挨三亚市区，绵延 22 公里。该湾湾长沙细，岸上绿树如带，构成三亚

滨海旅游城市美丽动人的风景线。市内道路直通海边，将建成 3个临海的广场和一个滨海公

园。长长海湾，规划分为三段，紧连市区一段为游乐观光漫游区域，稍远为公共海边泳场和

海上活动区域，再远是拥有一批度假村的休闲度假区域。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建议游玩：1-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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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于三亚市海棠湾内，作为热带海岛游必选打卡点，蜈支洲岛集热带海岛旅游资源的

丰富性和独特性于一体。度假别墅及配套设施，30 余项海上和潜水娱乐项目，给旅游者带

来原始、静谧、浪漫和时尚的休闲体验。 岛上三面漫山叠翠，2700 多种原生植物郁郁葱葱，

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 6-27 米，是闻名的潜水基地。 临海山石嶙峋陡峭，中部山

林草地起伏逶迤，绿影婆娑，北部滩平浪静，沙质洁白细腻，恍若玉带天成。冯小刚电影《私

人订制》的拍摄地，面向大海一排浪漫的白色观景座椅现在已是蜈支洲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开放时间：08:00-16:00(登岛时间),08:30-18:30(离岛时间),08:00-17:30(景区开放时间)

tips: · 登岛离岛大约 20 分钟一班船，航程约 20 分钟 · 如遇特殊天气或上岛人数达上限等

原因，可能临时调整景区开放时间，具体详情以官网为准

门票价格：往返门票+船票:旺季 144 人民币/淡季 136 人民币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

周日)半票:身高 1.2 至 1.5 米(含)儿童、60 周岁至 69 周岁老人持本人身份证、学生持本人有

效学生证(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下含大学本科，超过 1.5 米未满 18 岁学生须凭学生证)、残疾人(四

级(含)以上伤残不能上岛)凭《残疾证》，享受半价优惠 免票:身高 1.2 米以下(不含)儿童、现

役军人凭有效军官证、军队警官证、军队文职干部证、士兵证免票。

tips:老人、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离休退军人、残疾人、学生等购买优惠票客人，均

需要凭有效证件在收银窗口办理 由于景区属于海岛型景区、海况复杂多变，为确保游客旅游安

全，景区限制以下人群上岛：已怀孕的妇女、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行动不便或智力有障碍者、

酗酒或精神状态不佳者、其他不适合登岛者(如心脏病、高血压患者等)不能登船上岛

建议游玩：1天

【资料转引自：搜狗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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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港（英语：Victoria Harbour）简称维港，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海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由于港阔水深，为天然良港，

香港亦因而有“东方之珠”、及“世界三大夜景”之美誉。

维多利亚港的名字，来自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一年四季皆可自由进出。早年已被英国

人看中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后来从清政府手上强占香港，发展其远东的海上贸

易事业。维多利亚港一直影响香港的历史和文化，主导香港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是香港成

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关键之一。

开放时间：全天

tips:每晚 8:00 有“幻彩咏香江”灯光音乐汇演免费欣赏。

门票价格：免费

建议游玩：1-3 小时

太平山顶，香港首屈一指的旅游名胜，山顶凌霄阁由著名英国建筑师特果·法雷尔

(Terry Farrel)设计，外形呈十分独特的碗形，是集观光、娱乐、购物于一身的香港必游地

点。其外貌广被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明信片及照片取用。

莅临香港最高 360 度观景台凌霄阁摩天台 428，尽是目不暇给的视觉体验，让您站于海

拔 428 米的无敌观景台之上，在全港最优越的地理位置，饱览醉人都会景致，大有君临天下

香港景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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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另外，凌霄阁更设有凌霄展廊，巨型展板展出香港早期的珍贵照片，与市民重返昔日，

体会香港百年变化。

开放时间：07:00-次日 00:00(缆车)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周日,节假

日)10:00-23:00(山顶凌霄阁、凌霄阁摩天台 428)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周

五)08:00-23:00(山顶凌霄阁、凌霄阁摩天台 428)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六-周日,节假

日)10:00-22:00(杜莎夫人蜡像馆)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周日,节假日)

门票价格：套票(山顶缆车 + 凌霄阁摩天台 428):成人(单程)84 港币/成人(双程)99 港

币/3-11 岁儿童、65 岁以上老人(单程)38 港币/3-11 岁儿童、65 岁以上老人(双程)47 港币；

山顶缆车:成人(单程)37 港币/成人(双程)52 港币/3-11 岁儿童、65 岁以上老人(单程)14 港

币/3-11 岁儿童、65 岁以上老人(双程)23 港币；凌霄阁摩天台 428:成人 52 港币/3-11 岁儿

童、65 岁以上老人 26 港币 (01 月 0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周日)

建议游玩：1-3 小时

旺角位于弥敦道北端，属九龙早期发展的地区，以避风塘及庙宇最为驰名，拥有多条特

色街道，如砵兰街（花园街）、女人街（通菜街）、金鱼街（通菜街）、花墟及雀鸟花园。

旺角是香港人流最旺盛的地区，是本地人购物的热门地点，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3 万人，

现时其地积比率约 4倍。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建议游玩：1-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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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亦作尖沙嘴），古称尖沙头，旧名香埗头。昔日东莞一带遍植香木，香木树根

所榨得的汁能作香料，名为莞香。由于香港水路交通便利，故香料会先集中贩运至尖沙咀，

再用船运至港岛黄竹坑的石排湾，然后从水路运往内地。在明代已发展成一聚落。

尖沙咀是九龙油尖旺区的一部份，位于九龙半岛的南端，北以柯士甸道至康庄道为界，

与香港岛的中环及湾仔隔着维多利亚港相望。从地理学的角度看，尖沙咀是九龙半岛南端的

一个海角，毗邻红磡湾。在移山填海之前，由于该处附近的海水被官涌山所阻，其南端形成

一个长及尖的沙滩，地形上十分显著。尖沙咀的原海岸线约在梳士巴利道、漆咸道一带。该

处原有两个平行的海角：九龙角和黑头角。两个海角之间还有一个小海湾。经过多次填海工

程后，今天的尖沙咀已增加不少土地面积，却依然是一个高度发展区域，是香港的心脏地带。

开放时间：全天

门票价格：免费

建议游玩：1-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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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迪士尼乐园（Hong Kong Disneyland）是一座位于中国香港新界大屿山的神奇王国

型经典迪士尼乐园，由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建设及营运，是全球第 5座、亚洲第 2 座，

中国第 1座迪士尼乐园。

乐园分为 7个主题园区，分别为：美国小镇大街、探险世界、幻想世界、明日世界、玩

具总动员大本营、灰熊山谷及迷离庄园，其中灰熊山谷和迷离庄园为全球独有。园区内设有

主题游乐设施、娱乐表演、互动体验、餐饮服务、商品店铺及小食亭。

开放时间：10:30-20:30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周日) tips: 具体时间以及个别

园区的开放时间建议参考官网

门票价格：一日票:成人(12-64 岁)619 港币/儿童(3-11 岁)458 港币/老人(65 岁或以

上)100 港币；两日票:成人(12-64 岁)799 港币/儿童(3-11 岁)589 港币/老人(65 岁或以

上)170 港币；一日票+美食卷:成人(12 至 64 岁)735 港币/儿童(3 至 11 岁)583 港币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 周一-周日) 免票:3 岁以下儿童

tips: 两日票适用于七日内任意两日,并须于 2019 年 9 月 8 日或之前第一次进入乐园；

具体年票等票价详细信息以官网为准。

建议游玩：1年里 夏天最好，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诞，长洲、大澳、梅窝、坪洲、

南丫岛和蒲台岛的渔民团体都会盛大庆祝。

铜锣湾（因为粤音比较顺口的关系，部分香港人会把铜锣湾读成铜锣“环”，使三字都

变成阳平声）位于香港岛的中心北岸之西，是香港的主要商业及娱乐场所集中地。

区内有多家大型百货公司及大型商场，包括：崇光百货、时代广场、利舞台广场以及世贸中心。铜锣湾

购物区亦是全世界租金最贵的地段。 【资料转引自：搜狗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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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程因疫情被迫取消，究竟谁来担责？

基本案情

2019 年 9 月，小乐与某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计划于春节假期后前往新加坡旅游，并

缴纳了 30000 元旅行费。但由于疫情影响航班停运，小乐被迫取消出游计划。后小乐与某旅

行社就旅游合同的解除及旅行费的退还发生争议。后小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其与该旅行社之

间的旅游合同，要求某旅行社退还全部旅行费并承担违约责任。

法官说法

2020 年 1 月 24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暂停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

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出境游，客观上均无法

成行，那么当早已订好的行程遇到不可抗力，无法成行究竟谁担责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

疫情期间的旅游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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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旅游合同解除的，旅游经营者、旅游者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

可见确因疫情导致旅游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继续履行的应认定为旅游合同的履行遭遇

了不可抗力，旅游者和旅行社都不因此承担违约责任。

遇上不可抗力，退费、改行程怎么办？

遇上不可抗力，旅游者和旅行社互不承担违约责任，那旅游者是否可据此解除旅游合

同？旅游者已经向旅行社缴纳的费用是否可以退回？具体可以拿回多少呢？

关于旅游合同是解除还是变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因

不可抗力影响旅游行程的，如旅游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旅行社和旅游者均可以解除合同。合

同不能完全履行的，旅行社经向旅游者作出说明，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变更合同;旅游者不同

意变更的，可以解除合同。

关于旅行社是否应当退还旅游者旅行费的问题，旅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旅游合同因不

可抗力而解除的，旅行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

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如旅行社和旅游者协商一致变更出行时间，旅费的变化该怎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因不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旅

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的客观原因变更旅游行程，在征得旅游者同意后，旅游经营者请

求旅游者分担因此增加的旅游费用或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因此减少的旅游费用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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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旅游合同遇上不可抗力，旅游者和旅行社都应当尽量体量对方的难处，协商解

决问题。上文的案例中，小乐和某旅行社在法官的耐心释法下，最终握手言和达成了一致调

解意见，约定解除旅游合同，某旅行社向小乐退回实际已发生费用以外的剩余旅行费。

再出发，真的百无禁忌吗？

4 月 30 日起，北京市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调整为二级，在经历了漫长的

“寒冬”后，或许大家都有些按捺不住，想要走出家门赏赏花、踏踏青。

在此提示您，当下仍处于疫情防控时期，万不可掉以轻心。出行时，我们除了要做好自

身防护也应该继续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依据各地防控要求如实申报健康及行程状

况，如出现被感染的风险要严格遵守隔离规定，避免因此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全面推动复工复产，日常工作生活的节奏也逐渐变得紧张，我们都渴望一场美好的

旅行，疫情也许会放慢我们行走的步伐，但不能阻止我们探知世界的心。但是最后还是要提

示您，我们在出游放松身心的同时，要切记出行安全，必须严格遵守各地疫情防控规定，既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资料转引自：搜狐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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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冈山风景名胜区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境内，是集革命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和高山田园为一体的山

岳型风景旅游区。井冈山风景名胜区有 60 多个景点，320 多处景观景物。景观分为八大类：

峰峦、山石、瀑布、气象、溶洞、温泉、珍稀动植物及高山田园风光，还较好地保存了井冈

山斗争时期革命旧址遗迹 29 处，其中 10 处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延安革命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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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王家坪路，始建于 1950 年 1 月，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较早建立的革命纪念馆之一。2008 年 3 月，延安革命纪念馆被国家文物局评

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6 年 12 月，延安革命纪念馆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

2017 年 12 月，延安革命纪念馆入选教育部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营地名

单；2020 年 1 月 7 日，延安革命纪念馆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国家 5A 级景区。

3.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景区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中部，为我国革命圣地之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又是 5A 级景区。西柏坡，这个冀西山区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不仅风光秀丽，而且水

土肥美。据史书记载，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于唐代，因村后坡岭上翠柏苍郁而得名。

西柏坡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4.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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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坐落在全国重要的革命纪念地——湖南省韶山市韶山冲。毛泽

东故居是毛泽东出生和少年活动的地方。毛泽东纪念馆包括：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少年时代

读书的私塾旧址、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毛鉴公祠等历史遗址和纪念性建筑，同时对有关反

映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文物、资料进行征集、研究、陈列和宣传。馆藏文物、资料达 1．6

万多件，名人字画 1000 多幅，是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基地。

5、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市中心，地处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北起天安门，南至正阳门，

东起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至人民大会堂。广场地面全部由经过特殊工艺技术处理的浅色花岗

岩条石铺成，中央矗立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庄严肃穆的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两边是劳动人

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与天安门浑然一体，共同构成天安门广场。1986 年，天安门广场被

评为“北京十六景”之一，景观名“天安丽日”。

6、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坐落在北京丰台区卢沟桥畔宛平城内，距市中心约 1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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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

题纪念馆（截止至 2014 年）。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

国防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

书处所在地、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是介绍中国共产党诞生史迹的革命旧址纪

念馆。建于 1952 年，由“一大”会议室、中共创建史陈列室和革命史专题临时陈列室 3 部

分组成。“一大”会议室位于兴业路 76 号底楼，家具与物品均按当年原样陈列。中共创建

陈列室有历史文献、文物和照片 170 余件，陈列内容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各地共

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及其活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革命史专题临时陈列室曾分别举办过毛泽

东、周恩来在上海的史料展览。

8.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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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通称江东门纪念馆，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

街 418 号，选址于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及遇难者丛葬地，是中国首批国家一级博

物馆，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名录，也是国际公认的二战期间三大惨案纪念馆之一。江东门纪念馆是为铭记侵华日军

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后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而筹建，是中国人民承段全民族灾

难的实证性、遗址型专史纪念馆，也是中国唯一一座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专史陈列馆

及国家公祭日主办地。

9.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位于天津风景秀丽的水上公园北侧，占地面积 700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13000 平方米，是一座园林式的伟人纪念馆，建于 1998 年 2 月 28 日，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和国家一级博物馆。建筑高 21.3 米主体为三层，布局呈

“工”字型，屋顶采取传统重檐形式并结合现代工艺，石材屋面，外檐镶嵌花岗石，色彩朴

素淡雅。馆外纪念广场、巨型花岗岩雕像《高山仰止》、不染亭、纪念林、草坪花卉与主建

筑相互衬托，环境幽雅，气氛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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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邓小平故居

2001 年 6 月，为了表达对邓小平的无限怀念之情，四川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了幅员

面积 3.19 平方公里的邓小平故居保护区。景区现有主要景点近 20 处，如翰林院子、蚕房院

子、邓绍昌墓以及邓家老井、放牛坪、清水塘、洗砚池、神道碑等景点，充分展示了邓小平

青少年时期的活动足迹。2013 年 10 月 11 日，四川省广安市邓小平故居风景区正式被国家

旅游局批准为国家 AAAAA 旅游景区，成为四川省第九家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2016 年 12 月，

邓小平故居被列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被评为国家级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资料转引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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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贵州这个省份，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它正是深藏在大山之中，因为有着独特的喀斯

特地貌而别有一番风景，虽然没有海边城市的无限海景，却凭借大山的优势，成为旅游胜地。

位于贵州省南部的长顺县，距离贵阳大约 84 公里，在这里居住的大多都是布依族和苗

族。山川秀美、地杰人灵的长顺，也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夜郎

故乡、杜鹃之乡”。那么有什么值得一去的观光景点呢。

在长顺藏有一个叫神泉谷的地方，东起威远潮井，西至青龙潭，景区位于乌麻河流域，

所以河水的流经之地，打造了专属的河道景观。全长大约有 8.8 公里。属于长顺县城 3A 级

景区之一，气候宜人的神泉谷，遥望远处，只见群山与明净的天空相交辉映，如诗如画。

贵州乡村里的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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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着地下溶洞和极其复杂的地下水文网络——神奇潮井间歇泉，会不定时的涨水

退潮。每天最多的时候有可能会涨潮 7 到 8 次，泉水就会从井壁中喷涌而出，还能看到井

水中的鱼儿，并且就算是下雨，水也不会浑浊，非常神奇。听当地人说，如果能见到井水

涨潮现象的人，就一定会有好运。

虽然没能一睹涨潮的壮观，但是还是可以洗洗手沾沾好运的。除了神奇的潮井，还有

着紫薇林、葫芦湖、半山瀑布、水上乐园、画家村、千亩花海等等，差不多有 20 多个景观。

望着这苍翠繁茂的大山，嗅着沁人心脾的微风，如同天然的大氧吧，真的让人心旷神

怡。

【资料转引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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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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