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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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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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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河景区景点介绍

太阴寺景点介绍

贰

阳山桃花源景区推荐

云南景区推荐

叁

旅游维权提示

纪念抗日胜利 75 周年，红色

旅游成热门打卡地

旅游+交通为阿克苏景上添花

肆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10月 第 19期
总第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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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敖鲁古雅驯鹿部落

要是说到根河景区，敖鲁古雅是非常出名的，全国最后一处的狩猎部落，位于大兴安岭

西北处，距离市区非常近，如果从根河出发的话会非常方便的。敖鲁古雅景区内有很多的驯

鹿，都是森林中的小精灵，十分可爱，还有博物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撮罗子餐厅等，能让

您感受真真实实的猎人生活，亲近自然的不二之选。

二、根河湿地

根河湿地也称额尔古纳湿地，是亚洲最完整的湿地景观，每年都会有很多人来此游玩，

额尔古纳原始森林的生态环境都能在此为您呈现，喜欢原生态的小伙伴这里是您不能错过

的，而且这里空气清新，是个度假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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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

相比于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来说，这处景区并不是十分出名，

“伊克萨玛”是鄂温克语，其意思为“美丽宽广的河”，这里人少、景色美，很多人都不知

道的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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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自然保护区汗马

此处景区位于黑龙江和内蒙古的交界处，具有明显的针叶林景区特色，完整的森林生态

系统吸引不少的人心神向往。

五、蛙鸣山

蛙鸣山并不指的是这里有很多的青蛙，而是有一块酷似青蛙的石头立于山间，特别生动形

象，山峰的景色往往都是非常美的，而且适合看日落，呼伦贝尔的日落景观绝对是此地的一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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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掌上根河】

太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公元 386 至 534 年)，北周天和三年(公元 568 年)、唐永徽元年

(公元 650 年)、金大定二十年(公元 1180 年)、元大德元年(公元 1297 年)都曾进行过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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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建筑气势磅礴，碑刻林立。北殿民国五年被烧毁，现北殿是从附近整体搬迁来的一座

家庙。现存南大殿，建筑风貌为金代遗构。太阴寺坐南向北，属于阴向，因而得名“太阴寺”。

寺内存有我国最大的独木雕卧佛。据元代碑文记载，这是金大定二十年云公、法澍（佛龛西

侧有其塑像）等重修太阴寺、补雕《赵城金藏》时雕刻的一尊佛祖涅槃像，同时雕刻的还有

三士佛像。历代刊刻大藏经中流传至今最早最完整的大藏经《赵城金藏》，是目前中国国家

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被誉为有史以来第一大发心的藏经。大藏经从开雕到续雕、补雕、印制，

历经金、元两个朝代。太阴寺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雕印场所。龛内有明洪武五年绘制的一组吊

唁壁画。同时绘制了南北大殿内的巨幅壁画。可惜的是殿内极为珍贵的金代壁画与三士佛像

的 头 部 ， 在 民 国 十 二 年 被 地 方 乡 绅 勾 结 古 董 商 卖 给 了 荷 兰 帝 国 。

太阴寺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壁画、雕刻艺术以及佛教历史的珍贵遗产，一九八六年被

省人民政府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一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运城文旅】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10月 第 19期
总第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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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在这里

春赏桃花美景、夏品蜜桃香甜

秋得田园之乐、冬有温泉养生

是一处感受自然、回归田园的桃源胜境

阳山桃花源位于江苏省阳山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内，地处江南旅游名城无锡西南方，是

太湖旅游风光带的重要景区之一。因盛产水蜜桃享誉，以生态环境自然优美闻名，境内万亩

桃花海、亿年古火山等景观与安静休闲的田园乡村自然一体、依稀掩映，是中国传统文化千

百年田园梦想意境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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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神古杏

旧有供奉天神、地神、门神、宅神、当方土地、四方游神、雷公、雷母的八神庙。现残

存古银杏一棵，树龄 540 岁，为无锡地区著名古树名木。

穷林亭

取自陶渊明《桃花源记》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

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朝阳禅寺

朝阳禅寺，依安阳山朝阳洞而建，始创于 547 年，曾为翠微禅寺后院，几经兴废。南宋

年间，寺僧道隆侍无明慧性坐禅于朝阳洞，得道开悟，承衣锛；淳佑二年（1246），东渡日

本，布传临济禅，开创建长寺流；谥号“大觉禅师”。1999 年重整残宇，再焕佛光；朝阳

洞内有中日共建的“大觉禅师供养塔”。是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

阳山火山地质文化展示厅

展示厅作为地质公园重要的功能区，设置了《认知地球》、《火山探秘》、《阳山火山》

与《生态阳山》4个单元，以火山地质为核心素材，阐述火山的形成、种类、分布、火山与

人类的关系，以及阳山火山的形成与演变、区域地质概况和地貌特征，充分展示了阳山的地

质演化史，成为游人了解地球科学知识和阳山地质历史的最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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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山

安阳山，又称阳山，由 1.4 亿年前的“燕山运动”形成，是华东地区唯一锥形火山，高

187 米。《风土记》、《寰宇记》载：“武王灭商，寻封泰伯后裔，得周章，章已君吴，遂

封少子赟为安阳侯；赟卒葬山，山随赟封而名安阳山”。山上多洞宕岩峰，断崖削壁，嶙峻

险危，皆非天成，乃先民鬼斧神工开凿。传说有 72 洞，洞洞有故事。

桃花岛景观公园

桃花岛，由两个大岛和三个小屿组成，总占地面积约 23 万平方米。桃花岛上芳草鲜美、

花林曲池、亭桥玲珑、生态驳岸、喷泉生辉的结合与植物四季之景的变幻，融生态与景观为

一体，形成一个层林尽染、四季花开的生态景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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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葫芦谷

江南桃花源，醉美葫芦谷。

葫芦谷，西靠安阳山，东偎长腰山，其形似葫芦状，小阳山犹葫芦结。

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时，阳山人文始祖安阳侯于此起造行政驻跸之城，因该地三面环山，

形如葫芦，故号“葫芦城”。葫芦城，在宋代《毗陵志》和元末明初无锡现存最早的县志《无

锡志》上就有记载；历代被誉为江南古迹安阳山十大胜景之一，文人墨客多有吟咏。

葫芦谷水蜜桃采摘园

葫芦谷水蜜桃采摘园，面积 34000 余平方米，地势高爽，土地肥沃，种植早、中、晚品

种霞晖、雨花露、白凤、朝晖、湖景蜜露、阳山蜜露、白花等，是集科普、采摘、游乐、观

赏、认知于一体的桃文化体验园。其间，曲径幽静，花海怡性，蜂逐蝶舞，蜜桃飘香，休闲

佳境。

翠竹幽情

长腰山竹海虽然称不上浩瀚，但修杆千篁，曲径幽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环

境优美的幸福画。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无锡美丽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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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汉武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于此。这一定是上天对这个帝王伟烈丰

功的褒扬。帝王的虚荣心得到了最大的满足，他也兴高采烈地在这里设置官府，任命官吏，

将这里称为“云南”，大汉王朝自此开始正式经营这片西南之地。

玉龙雪山

晓前曙色灿神光， 暝后夕阳归鹤乡。

白雪奇峰含圣洁， 绿泉玉液透清香。

碧湖倒影雨声静， 金水璧流诗韵长。

六月云飘驰骏马， 三春烟笼正和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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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沽湖

摩梭少女展英姿， 独木轻舟诗梦随。

湖岸渔歌陪暮色， 蓬莱三岛世间奇。

昆明石林

步哨义军披赤胆， 灵芝天造石含芳。

剑峰崖画流香远， 彝族家园传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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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古城

石城古镇风笙箫，茶马驿站日月照

东方瑰宝路途遥，近在咫书举目眺

世纪情缘尽苦觅，金山拥托江河笑

香格里拉

六月重逢香里拉，青稞美酒奶油茶。

草山若黛镶蓝海，花树如彤燃赤霞。

白云留念锅庄舞，挂在人间作哈达。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江西中医药大学科技学院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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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维权四大提示

1、认清旅游广告

规范的旅游广告，应有旅行社的名称、许可证号等内容。不规范的广告往往是由非法经

营旅行社业务的个人或机构分布的，在广告中既无企业名称，又无办公场所，冠之以″某某

假期″、″某某之旅″的名称，联系方式仅为手机号码，旅游质量无法保证。特别要警惕街

上发的旅游小卡片，这些小广告冒充“国旅总社”、“中旅总社”，不要上当受骗。

2、确认旅行社资质

旅行社是特许经营的行业，因此在选择旅行社时，要确认旅行社的经营范围。报名时要

注意查看“一照”和“一证”。“一照”是指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一证”是指旅游

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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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真查看旅游合同内容

旅游合同对旅游内容、费用、退团、转团、合同变更以及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

规定。旅游者应对合同的条款仔细阅读，对于一些容易引发纠纷的事项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如：购物的地点和次数；住宿的标准(是招待所还是星级饭店，不要相信“准×星”的字眼)；

交通工具的标准(火车是软卧还是硬卧，飞机是经济舱还是头等舱)；餐饮的标准(行程几天中

共有几顿正餐、几顿早餐，餐费多少)；小孩的费用(是否含床位和交通工具的座位)等等。把

以上这些环节约定清楚了，可以避免日后纷争。

4、文明旅游 理性维权

美景供人欣赏，美德让人敬仰。文明素质不仅体现了个人的素养更关乎国家的形象以及

国际社会的认同感。在此希望每个游客都能与文明一路同行，让彼此都只看到美丽的景致，

而不被不文明的行为破坏了心情，破坏了风景。在旅途中遭遇涉旅纠纷，要理性处理，不要

采取过激手段维权。可以保留凭据，行程结束后，向旅游质监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投

诉或向法院起诉，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资料转引自：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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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纪念馆

红网时刻张家界 9月 4日讯（桑植站记者 杨婵 甘政）

9月 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纪念日，当天桑植县

红色景区景点迎来不少游客打卡参观，在游玩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在洪家关白族乡贺龙纪念馆，来自常德市临澧县的一家百货超市正在组织员工参观。“抗

日战争的胜利，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父

辈给我们打下江山非常不容易，我们非常珍惜现在每一天的生活，感谢他们为我们的付出。”

大家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通过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文物，感受革命先烈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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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贺龙纪念馆参观。

近年来，桑植县红色旅游蓬勃发展。游览红色景点，聆听红色故事，回忆峥嵘岁月，振奋民

族精神，成为了不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主题党日和工会活动的选择。在传承红色文化的

同时，也带动了革命老区经济发展。

“这次带领公司七八十人参加红色旅游，接受红色教育，也是想让员工回去之后教育他们的

后辈，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伟人的历史事迹、丰功伟绩，将革命精神一直传承下去。”常德

市临澧县百货超市总经理陈斌告诉记者。

【资料转引自：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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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疆阿克苏市按照自治区党委“1+3+3+改革开放”工作部署，全面贯彻落实

旅游兴疆战略，依托区位优势，探索“旅游+交通”发展模式，打造立体化、网络化大交通

框架，形成畅游南疆的全域旅游线路，充分展现南疆壮美的自然风光、遗存丰厚的丝路古迹

和浓郁多彩的民族风情。

7月 8号，笔者在阿克苏丝路魅力文旅集团了解到，自今年 4月华夏航空联合阿克苏丝

路魅力文旅集团推出“春天集结号、飞往阿克苏”活动后，地区“旅游+航空”发展模式渐

入佳境，阿克苏三日游、两日游旅游产品深受广大游客喜爱，打着飞机游阿克苏的方式也受

到了来自阿勒泰、伊宁、库尔勒等城市游客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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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了伊犁到阿克苏的航线，来的时候感觉挺方便的，票价挺实惠，也做了攻略，感

觉很棒。”石河子游客李顺利告诉记者。

阿克苏机场客户服务部主管俞倩介绍，“今年阿克苏机场共开通疆内外航线 26 条，通

航点 25 个，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改善了疆内航空交通环境，对大力发展旅游业，全力打

造南疆航线网络中心，为群众出行提供更多旅游目的地。”

在阿克苏旅游集散中心，每到周末就会有不少游客前来乘坐旅游直通车，前往阿克苏地

区各大景区。游客田永高兴的说，“现在有了旅游直通车，到阿克苏各个景点也很方便，票

价很实惠，把阿克苏各个景点都可以玩遍，对我们游客来说特别棒。”

据了解，为增加游客直达景区出行方式，打通“旅游最后一公里”，阿克苏旅游集散中

心开通了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温宿天山神木园、温宿帕克勒克等景区旅游直通车，串联各大

景区，打造“珍珠链”“玛瑙环”，实现了游客与景区“零距离”接触，为大美阿克苏“景”

上添花。

【资料转引自：中国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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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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