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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话景区——景区介绍

带您游景区——旅游足迹

为您说时事——时事法制

同您聊“旅游+”——全域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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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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辉旅游教育

总 编：李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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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张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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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江西熹园景点介绍

六安天堂寨景点介绍

贰

新疆景区推荐

织金洞风景区推荐

叁

法治宣传 2020—旅游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途径

甘肃专列开进重庆

肆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9月 第 17期
总第 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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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中国的园林艺术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因此我国的园林建筑也是

星罗棋布、遍地开花，它们风格迥异、大小不同，成为一座小城里最清新雅致的存在。

在江西婺源，有一座园林很特别，那就是朱熹故里熹园。说它特别是因为想要进到这个

园区的人必须要着汉服，否则就会被拒之门外。汉服可以在售票处找到，买票之后挑一件自

己中意的就可以了。熹园坐落于江西省婺源县紫阳镇汤村街边，这里古树掩映、面水依山，

此地原名“朱家庄”，是朱熹二世祖、三世祖居住的地方。熹园虽说是在原址上复建的，但

也高度还原了古代园林的意蕴，可列入园林造山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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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曾经说过：中国园林是文人园，实基于“文”。祖籍

婺源的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因此熹园也是一座“文”园。

都说美丽婺源，熹园有着不可或缺的一笔。确实，熹园景区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辅以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和朱子文化，为人们展现了一处不一样的文化园林。很多人可能不

理解，为什么想进熹园园区必须要着汉服？而当你走进熹园才知道 ，你在这里将穿越时空，

回到繁华的南宋，来一场神奇的古今对话。

在熹园，汉服是进入景区的通行证，而身着汉服的人们也在这里穿越了时空。这里将古

典情结照进现实，目之所及小桥流水、雕梁画栋、情景交融。着汉服进来的人会情不自禁的

融入到这一场神奇的古今对话之中。在这里你不必觉得不好意思，完全可以入戏。

不论你是风度翩翩的公子还是俊俏的姑娘，都可以用古时的语言来打招呼，没人觉得怪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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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在望着池中的锦鲤发呆，想起朱熹的佳作“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入耳处书声琅琅，琴声悠悠，恍然如梦。

人们行走期间，谈笑风生，时不时见古装打扮的商贩，还有那知名的狗皮膏药，一定要

来上一贴，那可是专治跌打损伤的祖传秘方。园内一步一景，穿桥过巷，古色古韵触手可及，

尽显传统文化之美。不在江南，胜似江南，撑一支长篙的情景，让我仿佛置身那江南的烟雨

之中。“衣冠上国，礼仪之邦”，换上汉服，在熹园里漫步，听古树下的蝉鸣，看碧波荡漾一

段古时的光阴。

【资料转引自：新浪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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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天堂寨被誉为“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素以“奇峰怪石、雾涛云海、飞瀑流

泉、峡谷龙潭”的绝美景观而蜚声中外。而在这“天堂四绝”之中，给游人印象最深的当属

她那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落差不等、变幻莫测的百道飞瀑组成的瀑布群，常有“山中一夜

雨，到处是飞瀑”之说。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瀑布：九影瀑、情人瀑、泻玉瀑、淑女瀑和银弓

瀑，飞流直下、白练长垂、溅玉飞珠、触石有声，从万绿丛中脱颖而出，可谓是风姿独树，

令人遐思翩翩。

“踏遍黄峨岱与庐，唯有天堂水最佳”。天堂寨的水，经相关部门检测，为地表一级矿

泉水，是世界上难觅的纯净水。由于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加上降水量多而蒸发量少，

所以天堂寨水源特别充沛。山顶有被誉为“瑶池”的天塘；山腰有倾泻而下的百道飞瀑；山

下则流泉纵横，碧潭遍布。天堂之水潺潺流淌，奔流不息，滋养着“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从安徽六安金寨县天堂寨国家森林公园大门进入，拾级而上，只闻瀑鸣如雷，寒气逼人，五

道清灵圣洁的山水形成的巨大水帘，依次出现在我们面前，飞瀑争奇斗艳，源远流长，据说

即使三伏天百日大旱，也从未断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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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山高林密，篁竹萧萧，忽听水声轰鸣，好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震彻山谷。猛然抬

头，却见一条通天白练悬挂山间，只见水势凌空而下，似玉飞坠，到潭底则卷起玉树琼花，

似风雨骤至，甚为壮观。此时脑海中第一闪现的就是诗仙李白的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银河落九天”。这就是一号瀑布，又名“九影瀑”。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位上山打柴的老樵

夫，看到在飞瀑溅起的氤氲雾气中，有九个人影在潭边汲水。仔细一看，原来是为觅长寿之

道来此汲水的老寿星和八仙。仙人们看到老樵夫后，怕泄露天机，便起身飞升天庭。从此，

这瀑布就被称为“九影瀑”。九影瀑，落差 71 米，宽约 8米，为岩性差异及断层作用形成，

瀑布下有深潭，潭面约 50 见方，终年不涸。

继续沿阶而攀，映入眼帘的是一道瀑面宽阔，水势柔和，几度叠转，顺势而下，宛如一

道巨大的珠帘，悬于青葱空蒙之间，这便是第二道瀑布——垂帘瀑。与九影瀑相比，垂帘瀑

少了一贯的气势磅礴，却多了几许温婉动人，远远望去，好似一位少女正在拨弄她那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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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古诗有云：“瀑翠相侍老，渡船修千年”，所以垂帘瀑也叫情人瀑。情人瀑，高约 44

米，宽 10—15 米，为断崖型瀑布，潭下可见大小不等的二长花岗岩。

穿过剑劈石，走过林荫道，只见山涧豁然开朗，便来到了名不虚传的第三道瀑布——“泻

玉瀑”。此瀑高 62 米，宽 12 米，瀑岩呈淡紫色，略倾斜，岩面凸凹不平，水流其上溅起滚

珠无数，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待洁白的素练从长空下跌至深潭，恰似海浪翻卷白

雪，颇有“银河落九天”之感。泻玉瀑的落点处，有一个呈浴盆状的条状深潭，传说是西王

母与七仙女到人间沐浴之处。

再前行一小段，见到的就是水势不大却十分诱人的四号瀑布“冰晶瀑”。此瀑高 57 米，

宽 10—16 米，流水顺着二长花岗岩斜节理面飘逸而下，注入潭中，晶莹碧透。因为瀑形飘

逸，水流顺着石壁形成曲线分明的三宽二窄，宛如身着长裙的清纯少女在林海深处翩翩起舞，

妩媚动人，因此也被称为“淑女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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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上攀登，站上“听雾桥”，瀑布群景区的第五道瀑布——银弓瀑，便呈现在眼前了。

此瀑落差 68 米，宽 11-15 米，为二阶常年流水瀑布，流水沿二长花岗岩斜节理面滑落而下，

恰似一张箭在弦上的银弓，蓄势待发。瀑布注入约 100 平方米的深潭中，潭下生长着很多珍

稀动物娃娃鱼，天堂寨也被称为“娃娃鱼的故乡”。

天堂寨连天的飞瀑，时而倾泻而下，时而悠然飘洒，时而像洁白的素练飞挂长空，时而

又似银色的蛟龙穿林入潭……俯瞰密林飞瀑，仰视蓝天苍穹，望着天堂寨这迷人的景致，怎

能不让人沉醉赞叹，流连忘返。当然，你可别因痴迷飞瀑而忘了欣赏天堂寨其他的风景，环

顾四周，你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资料转引自：新浪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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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长廊”，在这片神秘辽阔的土地上，不仅有绚烂的风光，

更有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新疆境内遗留了很多大古城废墟，这些废墟数量之多，历史之悠

久，文化之神秘，都让人难以琢磨。但在新疆喀什，还有一座遗存下来的西域古城，不仅保

存完好，还生活着无数居民，这就是噶尔古城。

也不同于其他商业化严重的古城景区，噶尔古城内几乎没有商业化现象，在这里可以体

验到原汁原味的新疆边塞生活。古城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老城区内原始韵味更为浓郁，进

入老城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带有维吾尔特色风情的街巷和建筑。老城内几乎每一条街道都

有自己的主题，名叫一个个巴扎，意为集市。有坎土曼巴扎、朵帕巴扎、陶器巴扎等，各有

特色，走街串巷一个个欣赏，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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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古城内大多建筑经过改造，房屋相对崭新完好，不过在改造时也保留了丰富的当地

风情。在这里可以看到黄色的土墙和砖墙，有圆拱、彩色门窗等特色的装饰，十分漂亮，可

以边看边拍摄，这对很多摄影爱好者来说简直就是天堂。另外，如果想要体会更加原始的维

吾尔族风情建筑，也可以到老城东侧河边的高台民居，这里保留下来了最古老的维吾尔城区，

泥土房子、跨街楼等都非常独特。

除了参观古城本身风貌，内部还有一个重要景点——艾提尕尔清真寺。清真寺位于喀什

老城区中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寺内有很多气势壮观又极富伊斯兰特色的建筑，

可以一一参观。到艾提尕尔寺观光，除了观看寺内的建筑，最重要的其实是见证盛大的礼拜

场面。每天艾提尕尔寺都会进行 5次礼拜，礼拜时寺院不开放，但是可以在寺外见证这盛大

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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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礼拜之前，寺院的广播会播放宣礼的唱经声音，悠远空灵。之后便会有两三千人在

此礼拜，寺内无法容纳便有很多人在寺旁和广场上进行仪式。场面盛大而又安静，给人心灵

的震撼。每周五是伊斯兰教的主麻日，这里的礼拜人数更是会达到六七千甚至上万，场面非

常壮观。另外，每年伊斯兰的古尔邦节、开斋节等传统节日时，会有远近数万名穆斯林同胞

在这里欢歌跳舞庆祝节日，如果幸运赶上的话，一定要驻足见证。

【资料转引自：携程旅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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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金洞风景名胜区以织金洞为主体，包括织金洞景区、织金古城区、洪家渡高原平湖景

区、裸结河景区，总面积 307 平方公里，是 1988 年国务院审定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重点风

景名胜区之一。

织金洞原名打鸡洞，是由于以前苗家青年男女经常在洞口踢鸡毛毽，当地称之为“打鸡”，

因而得名。织金洞位于织金县城东北 23 公里处的官寨乡，距省城贵阳 120 公里。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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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多类型的溶洞， 洞长 6.6 公里，最宽处 175 米，相对高差 150 多米 ，全洞容积达

500 万立方米，空间宽阔，有上、中、下三层，洞内有 40 多种岩溶堆积物，显示了溶洞的

一些主要形态类别。根据不同的景观和特点，分为迎宾厅、讲经堂、雪香宫、寿星宫、广寒

宫、灵霄殿、十万大山、塔林洞、金鼠宫、望山湖、水乡泽国等景区，有 47 个厅堂、150

多个景点。洞内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石柱、石幔、石花等，组成奇特景观，身临其境如进入神

话中的奇幻世界。最大的洞厅面积达 3万多平方米。每座厅堂都有琳琅满目的钟乳石，大的

有数十丈，小的如嫩竹笋，千姿百态。还有玲珑剔透、洁如冰花的卷曲石。霸王 盔、玉玲

珑、双鱼赴广寒、水母石、碧眼金鼠等景观，形态逼真，五彩缤纷。特别是那高 17 米的“银

雨树”，挺拔秀丽，亭亭玉立于白玉盘中，人人赞叹。织金洞不仅有很高的旅游、美学价值，

而且于研究中国的古地理、古气象学等都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织金洞是该景区的精华，以“大、奇、全”为特点，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一座规模宏大、

造型奇特的洞穴资源宝库。拥有 40 多种岩溶堆积形态，被称为“岩溶博物馆”。

洞外还有布依、苗、彝等少数民族村寨。游客曾赞美织金洞：“黄山归来不看岳，织金

洞外无洞天，琅嫘胜地瑶池景，如信天宫在人间”。

织金洞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一座规模宏伟，造型奇特的洞穴资源宝库。洞深 10 余千米，

两壁最宽处 173 米，最高达 50 米。织金洞已勘察长 12.1 公里。洞腔最宽跨度 175 米，相对

高差 150 米，一般高宽均在 60－100 米之间、洞内总面积 70 万平方米。织金洞划分为 11 个

大厅 47 个厅堂，呈现出万千气象，无限风光：“地下塔林”，“铁山云雾”，“寂静群山”，“百

尺垂帘”，“广寒宫”，“灵霄殿”“银雨树”，“卷曲石”，“普贤骑象”，“婆媳情深”……一幅

幅大画卷，一处处小情景，令人心魄震惊，叹为观止。

洞内空间开阔，岩质复杂拥有 40 多种岩溶堆积形态，包括世界溶洞中主要的形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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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岩溶博物馆”。洞外还有布依、苗、彝等少数民族村寨。游客曾留诗赞美织金洞：

“黄山归来不看岳，织金洞外无洞天，琅嫘胜地瑶池景，如信天宫在人间”。

织金财神庙是全国罕见的古建筑，与日本大阪的天寿阁相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织金洞门票：门票 60 元

织金洞交通：

1、贵阳长途汽车总站（延安西路 32 号）每天都有班车前往织金，车费 25 元，约 4 小

时，在离织金不远的三甲下车，然后乘三轮摩托去景点，也可以包车，10 元/人。

2、也可从安顺、水城等地前往织金；到了织金县城后再打车去景区，5元。

3、从织金洞回贵阳有点麻烦，要先到三甲（来时的岔路口），5 元或 10 元，再截织金

到贵阳的车回贵阳，25-30 元。如果刚好碰上有旅行社的车，也可以搭他们的车到贵阳。

住宿:

1、织金洞宾馆 电话：（0857）7812035

2、织金洞招待所 电话：（0857）7812046

3、天谷山庄 电话：（0857）7812033

美食:

油炒过的洋芋块，用一次性餐盒装着，盒盖上是以辣椒粉为主的调味品，他们就用牙签

挑起来蘸着辣椒粉吃。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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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者

1、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旅游

者有权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旅游者有权要求旅游经营者按照约定提供

产品和服务。

2、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享受

便利和优惠。

3、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

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4、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不得损害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得干扰

他人的旅游活动，不得损害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5、旅游者购买、接受旅游服务时，应当向旅游经营者如实告知与旅游活动相关的个人

健康信息，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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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行社

1、旅行社为招徕、组织旅游者发布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

旅游者。

2、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

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

行程安排的除外。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要

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3、导游和领队为旅游者提供服务必须接受旅行社委派，不得私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

4、导游和领队从事业务活动，应当佩戴导游证、领队证，遵守职业道德，尊重旅游者

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当向旅游者告知和解释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引导旅游者健康、文

明旅游，劝阻旅游者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5、导游和领队应当严格执行旅游行程安排，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

不得向旅游者索取小费，不得诱导、欺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

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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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区

1、景区应当在醒目位置公示门票价格、另行收费项目的价格及团体收费价格。景区提

高门票价格应当提前六个月公布。

2、将不同景区的门票或者同一景区内不同游览场所的门票合并出售的，合并后的价格

不得高于各单项门票的价格之和，且旅游者有权选择购买其中的单项票。

景区内的核心游览项目因故暂停向旅游者开放或者停止提供服务的，应当公示并相应减

少收费。

3、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景区应当公布景区主管

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制定和实施旅游者流量控制方案，并可以采取门票预约等方式，对

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量进行控制。

旅游者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时，景区应当提前公告并同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景

区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疏导、分流等措施。

【资料转引自：澎湃号·政务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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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

而这五点要求分别对应了乡村经济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治理转型和乡

村社会振兴的发展内涵。乡村旅游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有助于实现农业的多功能性价

值，并对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路径和抓手。

1、乡村旅游有利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助推乡村经济振兴

一方面，乡村旅游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农业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乡

村旅游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新的增长点。

2、乡村旅游有利于助力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乡村传统文化价值不仅得到重新认识，且通过旅游手段实现了活化

及再利用。同时，为适应旅游经济发展需求，乡土文化也不断进行变革和发展，丰富了传统

的文化形态，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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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村旅游有利于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社会振兴

旅游的本质是“诗意的栖居”，而游客旅游体验空间与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空间的统一性，

决定了这些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完善，本质上是旅居环境一体化建设。在提升乡村旅

游景观、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营造“诗意栖居”的旅游空间同时，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

同样从中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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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村旅游有利于优化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转型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为分享经济利益，乡村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往往具有一定

的自发性，并易产生无序竞争。为规范旅游经营秩序，促进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乡村社区

在能人的带动下，往往自发成立管理小组，实现旅游社区的自治管理。在这一自治管理的过

程中，管理的领域与对象也逐渐由旅游接待向乡村的公共环境卫生、历史文物的保护、利益

矛盾的协调等方面延伸。

5、乡村旅游有利于助力乡村环境改善实现乡村生态振兴

生态环境既是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也是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构成。因此，发展乡村旅

游的农村一方面需要大力开展森林、草场、湿地等生态修复活动；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农

村生活垃圾的收集、完善污水处理设施等，从而增进乡村生态环境的福利供给。

【资料转引自：中国乡村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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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甘肃“环西部火车游/1+5 跨省推广营销活动”走进重庆。“环西部火车游”

旅游专列从甘肃兰州出发，依次经过成都、重庆、西安、银川、西宁 5个城市，行程历时 7

天 6夜。

据了解，“环西部火车游”是中国铁路兰州局延伸火车服务打造的“客运+旅游”精品旅

游产品。车厢内部陈列、展示着石窟壁画、七彩丹霞等丝路特色景观及文创商品，宛如流动

的“景点博物馆”。

据介绍，甘肃和重庆已于去年 9月签订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文旅合作专项协议。在

8月 4日举办的深化两地合作共同开拓周边游市场签约仪式上，双方就落实协议，签订了旅

行社业务合作等 10 项具体协议。甘肃、重庆文旅部门签订《关于精准对接共同开拓周边游

市场的合作协议》，甘肃兰神国际旅行社、甘肃长城国际旅行社、甘肃中国国际旅行社等，

分别与中青旅重庆国际旅行社、重庆海外旅业集团、重庆百腾国际旅行社等签订了《跨省互

送游客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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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卫中表示，甘肃、重庆互为

旅游客源地，资源互补性强，交流合作前景很广。甘肃文旅厅推出“环西部火车游”品牌专

列，是在铁旅融合助推“三区三州”脱贫的模式上策划的，将促进文旅交流合作，助力经济

复苏。将来，甘肃要在此次“1+5”“环西游”小环线基础上，探索开行南起北部湾、西抵中

亚的“环西游”大环线，与西部各省区市联手共促文旅发展。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刘旗表示，兰渝铁路的开通、西部陆海新

通道的建设把两省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两地旅游

业界加强沟通和合作，充分发挥“环西部火车游”激活西部沿线城市客流量的积极作用，推

动陇渝文旅产业发展。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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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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