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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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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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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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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位于长沙西郊，是南岳衡山 72 峰之一，南北朝时的《南岳记》就提到：“南岳

周围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岳麓山由此得名。岳麓山周围有天马、凤凰、绿蛾、

金牛等峰岭拱护，连峦叠峰数十公里，山中石骨巷秀，树木葱郁，如一翡翠玉屏，横丛在湘

江两岸，人们称它“碧嶂屏开，秀如琢玉”，有“岳麓之胜，甲于楚湘”的美誉。所以，自

古有无数的文人墨客、达官显要到这里游赏，从而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古迹与文化故事。到宋

代，随着潭州讲学之风的盛行，岳麓山更是胜友如云，张、朱熹等人经常留连山间，感慨“年

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使岳麓山文化色彩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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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云麓峰左侧峰峦上著名的“禹王碑”是岳麓山古老文化的象征，是宋代摹刻至此

的。这块碑石刻有奇特的古篆字，字分 9行，共 77 字。相传 4000 多年前的洪荒时代，天下

被淹没洪水之中，大禹为民治水，到处奔波，疏导洪流，竟“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

最终制服了洪水，受到百姓的尊重。传说大禹曾到过南岳，并在岣嵝峰立下了这块石碑。东

汉赵哗《吴越春秋》就记载了这一传说：“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投金简玉玉字之书，得

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唐代韩愈为此登临岣嵝峰寻访禹碑，虽未亲见，却留下了“蝌

蚪拳身薤叶拨，鸾飘风伯怒蛟螭”的诗句。1212 年（宋嘉定五年），何致游南岳，在岣嵝

峰摹得碑文，过长沙时请人翻刻于岳麓山颠。宋以后，碑被士所掩。明代长沙太守潘镒找到

此碑，传拓各地，自此禹碑名闻于世。明杨慎曾撰禹王碑释文：

“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

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郁塞昏徙。南渎

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据学者研究，这篇碑文既不同于甲骨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蝌蚪文，很难辨认，杨慎释

文也只是一说，难作定论。加上我国历代碑石中尚无夏禹时代的实物例证，因而此碑很可能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11月 第 21期
总第 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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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是后人假托而成。但韩愈所闻，何致翻刻却是事实，所以即使是唐宋时所刻石碑，也已是千

余年前的珍贵古物了。明清两代，吟咏禹王碑的诗词很多，有朱翊銮的《禹迹亭》、崔应科

的《禹碑》、石公荫的《登禹王碑憩望》、沈一揆的《禹碑》等等。大都表达了对大禹治水

功绩的敬仰和对碑文难以认释的感叹，如沈一接的诗云：

“平成绩奏几千年，石壁遗文尚宛然。岂是后人偏好事，应知古圣示心传。龙蛟影动云

烟乱，珠露光凝日月悬。愧我读书无万卷，空来拟议未能诠。”

现在全国各地有 10 余处禹碑，据说都是由岳麓山禹碑复刻的，由此也可见它的珍贵。

岳麓山除禹王碑外，还有一块著名的碑刻——麓山寺碑。碑高近 3米，宽 1米多，由唐

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撰文和书写，黄仙鹤刻石。碑额篆书“麓山寺碑”4个大宇，碑

文共 1400 余字，骈散文体兼用，叙述了麓山寺自晋泰始（265-274）年间建立至唐开元（713

－741）立碑时 500 年间的兴废修葺、历代禅师宣扬佛法的经过，以及岳麓山的佳丽风光。

李邕，扬州江都人，史书记载“邑之文，于碑颂是所长”。由于他任过北海太守，人称

“李北海”，所以这碑又名“北海碑”。李邕撰写的此碑碑文为行楷书，词句华丽，字体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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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集汉魏碑铭之长。在李邕一生书写过的众多碑铭中，以麓山寺碑最为精美，碑的背面还

有米芾等宋元名家的题名，因而历代书家都将它视作珍品。由于此碑的文采、书法、刻工都

精湛独到，所以人们又称它“三绝碑”。“三绝碑”在我国古代碑刻艺术中声誉很高，碑字

用行书是此碑新创，笔力雄健浑厚，后起书法大师，如苏、米芾等都沿袭其法。元代书法大

家赵孟自言：“每作大字一意拟之”。自古至今，许多著名文人游览岳麓山时都特意来观摩

此碑，宋代的张、明代的李东阳等都留下了吟咏它的诗篇，可见其对后人影响之大。

唐代是诗的盛期，当骆宾王、杜甫；李白、李商隐等著名诗人往来吟咏古长沙时，长沙

本地的俊杰之士也才华毕露，他们撰文作诗，联句竞对，从而引出了一则王磷、李群玉麓山

竞对的佳话。王是长沙人，善作诗词，才思敏捷，唐咸通（860－872）年间，由观察使崔铉

推荐，到长安参加“日试万言科”。考试那天，王请到 10 位书吏，各给笔墨纸张，然后自

己往来口授，10 吏笔不停书。首题《黄河赋》3000 字，数刻而成，再记《鸟散余花落》诗

20 首，到中午就已写就了 7000 言。当时掌权的宰相路严见王才华出众，想罗致门下，派人

召见王，王谢绝，路严大怒，绝了王的仕途。王便独自返回长沙，寄情于山水之间放怀诗酒。

一天，他在岳麓山偶遇另一位湖南名诗人李群玉。李群玉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诗自娱，诗

笔妍丽，才力迈健，又好争胜斗强，恃才自傲。两个要遇时，李群玉问王：“公何许人？”

王回答：“日试万言王。”因为李群玉一向看不起孜孜于功名仕途的人，又认为日试万言只

有应酬工作，算不得真才华，便在言语中对王显出轻视的态度，王觉察到后，装作不知，只

是提议两人以联句较量才力，李群玉毫不在意，一口应允。不料王占对快捷，佳句泉涌，李

群玉几乎无法应付，当王吟出“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夜叉头”的绝句时，李群玉不觉

倾倒，连叹“好句、好句”，自愧不如。从此，李群玉与王结为好友，麓山竞对的佳话也在

湖南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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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岳麓山还产生了一则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寅怒斥奸臣的故事。南宋初年，金兵

不断南侵，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左，执掌朝柄的秦桧等人畏敌如虎，一味妥协投降，胡寅目睹

国家的内忧外患，心急如焚，对南宁朝廷极为不满，对秦桧之流深怀憎恨，他愤而辞去京官，

请示归回湖南和父亲胡安国、弟弟胡宏等一同居住生活。一次，胡寅正在长沙岳麓山游览麓

山寺，突然听到秦桧党羽刘旦来湖南做官的消息，他非常气愤，便挥笔在墙壁上大书“是何

南海之鳄鱼，来作长沙之鸟。”南海鳄鱼的比喻，来唐代韩愈的《祭鳄鱼文》。传说韩俞初

任南海边潮州刺吏，知道恶溪中有鳄鱼把百姓的牲口几乎吃光了，便写了《祭鳄鱼文》投入

恶溪命鳄鱼限日离开潮州迁往南海，否则将弓矢捕杀殆尽，结果鳄鱼惧怕潜走，以后潮州永

无鳄鱼。刘旦恰好是潮州人，胡寅是将他比喻成了那凶残虚伪的潮州鳄鱼，又到长沙来为害

百姓了。刘旦见了这题句，知道是在讥讽自己，便向秦桧告状。胡寅因而落职，20 年

不再做官。这表现出胡寅和其他湖湘学派创始人一样，节操凛然，一身骨气，为岳麓秀山增

色不少。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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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森林公园位于秦岭北麓，景区总面积 49412 公顷，至高点为海拔 1266 米，由于海

拔温差大，这里的植物层带构成了“五里一片景，十 里一层天”的特殊景观。路沿河走，

河随山转，险滩、急流、深潭、幽 谷令人目不暇接。“黑潭水深黑如墨，传有神龙人不识”。

这是曾任周 至县尉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笔下的黑河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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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森林公园由“黑河景区、大蟒河景区，厚畛子景区、大树沟景 区”等四部分组成。

景区内奇峰若雕，碧水如画，水山相间，并有罕见 的神树———铁甲树、梨仙树、玉兰王

及珍稀野生动物大熊猫、金丝猴 、羚牛等。

古往今来，姜子牙、刘邦、刘秀、李白、白居易、张大千、 于右任、邵力子等都曾来

过这里观光游览，并留下许多珍贵的墨宝。景 区内还有“营盘梁、谢家梁等历代屯兵营盘

遗址、古栈道遗址”；有“ 象鼻吸虹、石人峰、金字塔峰及钓鱼台峰”等自然、人文景观

让游人叹 为观止！从黑河森林公园厚畛子景区向太白山南坡游览，至神仙洞 2300 米高处，

游客可以看到落叶栎林带，树干高大，枝叶繁茂；在低山丘陵 地带，山杨树呈块状点缀在

林海之间，整个景区构成了“漏日松阴薄， 摇风花影移”的景色，让游客饱赏原始森林的

无穷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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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河森林公园 现已形成了“黑河清幽、一线天深、瀑布高悬、四湖联珠、南天浮云、象

鼻吸虹、老城熊猫、林海苍茫”等八大景观，即使在盛夏也如秋天。 黑河源头好去处，游

人如织竞相来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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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水溶洞位于西安市南秦岭山中柞水县城南 13 公里的叉路口，磨石沟南 4 公里的石瓮

乡一带，面积约 17 平方公里，距西安市 160 公里。

这里自然环境灵秀典雅，景点多而集中，既有可与瑶林仙境媲美的喀斯特溶洞群，又有

山青水秀风光迷人的山峰美姿，是一处难得的以溶洞和自然景色为主的旅游区。目前已发现

的溶洞有 115 个，在已探明的 17 个溶洞中，最为吸引游人、自然景观绚丽多姿、可以开发

利用的溶洞有 9个。其中佛爷洞、天洞、风洞、百神洞等已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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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爷洞由上、中、下三层和一个牛角状支洞组成，洞内有 5个天然大厅，钟乳造型千姿

百态，有“石人”、“石马”、“唐僧”、“八戒”等，形象生动，惟妙惟肖。各种石乳、

石笋、石柱、石瀑布在五颜六色的灯光下，绚丽多姿，如同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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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洞为隧道式洞穴，小巧玲珑。洞内时而开阔，时而窄小。有的石笋墩实憨厚，有的则

嫩芽细枝正在发育；有的地方如同排列着众多的石锣、石鼓，手掌击之，訇然有声，音色各

异。特别是洞壁的石花，小而多姿，朵朵相连。彩灯下似牡丹吐芳，如彩菊争艳。

风洞是至今发现最大的溶洞，洞内可容 1000 人以上的大厅数 10 个。特别是其内的“蝙

蝠堂”，堂内可容 2000 人，栖息着成千上万只蝙蝠，一受惊吓便展翅齐飞，声音如雷贯耳，

形成一大奇观。

笔架山风景在柞水溶洞区内，乾佑河环山流过，两岸青峰翠绿，满山青草如茵。河中卵

石堆砌，砂子细洁如玉。与佛爷洞、风洞、天洞隔河相对，有三个尖峰，形成笔架状，为四

壁峻峭、巍峨壮丽的笔架山。中间一峰又叫“对台峰”，山势峥嵘，四壁悬绝，既象杭州的

“飞来峰”，又似桂林的“独秀峰”，风景十分奇特，故有“西北奇峰”之称。

佛爷洞位于呼应山腰，洞口面向西北，海拔 797 米。1998 年在洞口置一 3 米高的铜佛

像，佛像伸出右手拂天，游人由铜佛袖口入洞，颇有妙趣。民国七年(公元 1918 年)前，洞

内庭堂有两尊佛像，惟妙惟肖，生态盎然。民国八年(公元 1919 年)当地人将二佛移往百神

洞。该洞是具有上、中、下、底四层的溶洞，共有 7 个大庭堂、23 个小庭堂。大的平坦开

阔，如同大雄宝殿；小的典雅秀丽，宛若苏州园林。此洞的景物有奇特雄伟，光怪陆离，最

值得一看的景点有：迎宾厅、叠翠廊、卧龙岗、白女洞、宝莲柱、二佛观海市、猴王点兵、

菊花厅、蘑菇塔、栖鹰崖、笔架山、乌龟闯海、圣母揽天官、水帘池、水帘洞、水帘宫、雄

狮镇奇峰、将军夜巡、湘子苦学等。迎宾厅诗曰：“方圆二百米，别开一洞天。不是武陵地，

胜似桃花源。”

天洞毗邻佛爷洞，位于海拔 805 米的呼应山腰。由于入洞后步步而上，大有登天之势，

故名。据地质学家分析，此洞与佛爷洞相通，但目前尚未发现通道。与佛爷洞相比，有惊险、

段落清晰、形象单纯的特点。主要景点有：玉瀑厅、莲花池、龙宫、惊魂道、罗汉堂、观庵

草堂等。莲花池诗曰：“更漏响，莲花放，碧玉潭中笑容妆。天宫神女春意荡，莲花池畔觅

情郎。”

百神洞位于天书山麓，古称玉皇宫。清代乾隆以前洞内置玉皇、八腊、龙王等 100 多尊

神像，故名。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 年)，镇安知县(时属镇安管辖)李天柱主持改建为玉皇

宫，在洞口增修寺庙 3间，僧寮 3间(均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设主持一人、僧 3名，

从事佛教诵经、斋戒活动，解放后废之。此洞底层有地下暗河，相传民国初年，有人将一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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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麦糠倒入暗河，七八天后，在乾佑河入汉江口的山洞中麦糠随水流出。该洞有幽深莫测的

特点，主要景点有：百神厅、二龙嬉珠、太白池、大圣井、听涛台等。二龙嬉珠诗曰：“腾

云追逐，意气轩昂。戏嬉作闹，情欢意畅。一派升平景象，干家万户喜洋洋。”听涛台诗曰：

“浪涛拍岸，天摇地倾。激流飞驰，万马腾空。天上地下，风吼雷动。”

风洞在石瓮子北 1 公里处的山腰上，相传洞内有一小洞劲风不止，故名。此洞深约 15

公里，洞道迂回曲折。有可容纳千人以上的大厅 5个，有规模大、离奇壮观的特点，主要景

点有：壁画厅、黑龙潭、黄龙潭、过风楼、蝙蝠堂、陈杨二道士栖身处等。陈杨二道土栖身

处诗曰：“功名利禄抛一边，力仗正义斥贪官。囹圄难囚英雄志，只留骸骨启后贤。”

玉霞洞位于西干沟银洞凹的半山中，海拔 1800 米。洞口有一高 30 米，树杆直径 1．5

米的大红柳，树身钉有十多个铁钉，现生长茁壮。相传，大红柳为洞内龙王看守门户千年，

卓有功德。龙王感恩让其化作柳小姐，与凡人吴小海婚配。后人为纪念柳小姐似玉下清碧，

似霞一样斑润的爱情，将此洞取名玉霞洞，其主要景点有：十八潭、静观台、重岩跌瀑、蟹

肚子、祭门、青龙潭等。重岩跌瀑曰：“蓝溪奔腾波涌，起伏跌富有声。天地惊雷动，细柳

舞东风。豪情，豪情，喜看万马奔腾。”

金铃洞位于西于沟腰凹，海拔 1800 米，与玉霞洞相距百余米。因洞口有一金铃塔而得

名。周围林木茂盛，苍松、白杨、麻栎、红柳浓荫遮天，时有山羊、野猪、狗熊、小鹿在林

中穿行。主要景点有：塔、千佛崖、寿仙宫、玉皇殿、将军峰等。玉皇殿诗曰：“白玉华夜

不分，人间更漏殿中闻。绣衾吐香逗人醉，兴冲冲，劲奋奋，长空放眼察刃尘。”柞水石瓮

镇溶洞于 1985 年开发、开放，后陆续完成了佛爷洞、洞、百神洞、风洞的道路铺设和洞内

彩灯点缀，并兴建了多处度假村。随着西康铁路和西康二级公路的建成，交通条件大为改观

由西安乘火车或汽车两小时即到。国内外游人涌向柞水溶洞，饱眼福

【资料转引自：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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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奇响，自然妙音---鸣沙山。位于甘肃敦煌市南郊七公里的鸣沙山北麓，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鸣沙山、沙峰起伏，处于腾格里沙漠边缘，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

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镇同为我国四大鸣沙山之一。是“郭

煌八景”之一，景名“沙岭晴鸣”

所谓鸣沙，并非自鸣，而是因人沿沙面滑落而产生鸣响， 是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

有人将誉为“天地间的奇响，自然中美妙的乐章。”当你从山巅顺陡立的沙坡下滑，流沙如

同一幅一幅锦缎张挂沙坡，若金色群龙飞腾，鸣声随之而起，初如丝竹管弦，继若钟磬和鸣，

进而金鼓齐，轰鸣不绝于耳。自古以来，由于不明鸣沙的原因，产生过不少动人的传说。相

传，这里原本水草丰茂，有位汉代将军率军西征，一夜遭敌军偷袭，正当两厮杀难解难分之

际，大风骤起，刮起温天黄沙，把两军人马全都埋入沙中，从此就有了鸣沙山。至今犹在沙

鸣 则是两将士的厮杀之声。据《沙州图经》载：鸣沙山“流动无定，俄然深谷为陵，高岩

为谷，峰危似削，孤烟如画，夕疑无地。”这段文字描述鸣沙山形状多变，其原因是流沙造

成的。山体高达数十米，东西绵亘 40多公里，南北纵横 20公里，海拔 1650米，宛如两条

沙臂张伸围护着鸣沙山麓的月牙泉。到了现代，对此进行了科学的探究和推测，观点较多，

主要有三说：

http://pic.lvmama.com/uploads/pc/place2/2016-08-24/f44e7c7b-f4f4-40a8-a60c-a90d1f3f07d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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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为静电发声说。认为鸣沙山沙粒在人力或风力的推动下向下流泻，含有石英晶体

的沙粒互相摩擦产生静电。静电放电即发出声响，响声汇集，声大如雷。

第二种种为摩擦发声说。认为天气炎热时，沙粒特别干燥而且温度增高。稍有摩擦，即

可发出爆烈声，众声汇合一起便轰轰隆隆而鸣。

第三种为共鸣放大说。沙山群峰之间形成了壑谷，是天然的共鸣箱。流抄下泻时发出的

摩擦声或放电声引起共振，经过共鸣箱的共鸣作用，放大了音量，形成巨大的回响声。

【资料转引自：搜狐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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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假即将来临，在国内疫情持续向好的当下，开启长假游的人数势必会大幅增

加。本期“迪庆普法”微信公众号推出“旅游法律法规”，希望这些法律知识能为大家的长

假旅行保驾护航。

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

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

张先生在某旅行社处报名参加了 2015 年 9 月 28 日出发的台湾八天游，原定行程为于

28 日下午从香港飞往台湾澎湖，但时值台风“杜鹃”登陆，原定搭乘航班被迫取消，旅行

社安排包括张先生在内的旅游者改乘次日上午起飞的航班。但也因台风登陆未能候补到机

位，张先生未能乘机出团，于是旅行社安排张先生在内的旅游者返回出发地并全额退还其已

付旅游费用。张先生认为旅行社未能依照行程妥善安排航班，最终未能出团，构成欺诈，要

求旅行社承担其已付费用三倍的赔偿责任。

案例解析

一、旅行社是否构成欺诈行为?

欺诈行为是指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的表

示的行为。本案中，航班被取消系不可抗力台风所致，旅行社并未隐瞒真实情况而使张先生

作出错误表示，不构成欺诈，张先生主张三倍赔偿无法律依据。

二、旅行社在本案中是否已经履行法定义务？

本案中，原定行程因台风而被迫取消，张先生在内的旅游者滞留机场，旅行社及时安排车辆

将旅游者妥善送回出发地，即已采取相应的安置措施。对于张先生已付的旅游费用，旅行社

既未扣除已向当地旅行社或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又未要求张先生分担因此增

加的返程费用，而是全额退还已付费用，旅行社已尽到相应的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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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须了解的《旅游法》重点

第三十条 旅行社不得出租、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第三十一条 旅行社应当按照规定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用于旅游者权益损害赔偿

和垫付旅游者人身安全遇有危险时紧急救助的费用。

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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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三条 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安排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

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

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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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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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条 旅行社应当与其聘用的导游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酬、缴纳社会

保险费用。旅行社临时聘用导游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应当全额向导游支付本法第六十条第

三款规定的导游服务费用。旅行社安排导游为团队旅游提供服务的，不得要求导游垫付或者

向导游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十二条 景区开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听取旅游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四十三条 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

收费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

第四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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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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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八条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并在其

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其业务经营许可证信息。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迪庆州司法局开发区直属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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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福建山区里，客家人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不仅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还有令人

惊叹的建筑技艺。曾经最为神秘的土楼便是出自于客家人之手，今天带大家来看的一个客家

族群，比大多数现存土楼历史更长，规模更为宏大。培田——一个藏在福建连城边上的小村

落，面积 13.412 平方公里。这个客家小山村拥有 30 余幢高堂华屋、21 座古祠、6个书院、

二道跨街碑坊和一条千米古街，因其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而闻名。

培田的祖先给这个面积仅十三点四平方公里、住户三百多家，村民仅一千多人的小小村

落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培田村保存着三十幢大宅、二十一座祠堂、六处书院、一条千米古

街、两座跨街牌坊、四处庵庙道观。全村建筑的博大、保护的完好、珍藏品之多、文化底蕴

之深，为外界所叹服，被誉为“民间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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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前往培田古村落最方便的就是自驾，道路修得非常好走，一路也有清晰的指示牌，

有大型免费停车场。门票是 50 元/人，一开始觉得还挺贵的，但参观完真的是觉得值！比起

一般国内开放的古民居多为后来仿制，且就只有“参观”的含义，培田的古民居中几乎家家

户户都还有人居住，有人气的建筑才有灵性。

走进村口，一座巍峨的石牌坊屹立道口，石牌楼上光绪皇帝御赐的“恩荣”二字，似乎

在昭示着这座古村落曾经“不论文官武将至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律步行”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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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牌坊据传是清光绪皇帝赐建给他的御前四品蓝翎侍卫吴拔祯的，它与村尾吴昌同得“圣

旨”所立的“乐善好施”牌坊遥相呼应，显示着培田村文武竞秀、积善济人的辉煌历史。

没有无人机，从村口边上的高地拍下一张古村的半幅全貌，青砖白瓦与蜿蜒曲折的道路，

远处青山蓝天白云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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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以典型的客家“九厅十八井”建筑特色闻名于世，它与客家土楼，围屋并称世界

客家建筑三大奇葩。第一个参观的古民居“继述堂”就是“九厅十八井”的典型代表，它自

1884 年始建，历时 11 年建成，百余年历时过去，仍然保存完好。堂名取自《中庸》，“夫

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房主吴昌同父子诰封“奉直大夫”“昭武大夫”，所以又被

称为“大夫第”。

门前一副对联“水如环带山如笔,家有藏书陇有田”,从联中可以感受到建筑周边环境

之美和主人对耕读文化的追求。门楼上这个“三台拱瑞”牌匾也悬挂了 100 多年，它正对的

三座山峰就放入笔架一样。它共有 18 厅 24 井，108 个房间。它是培田村中规模最大的“九

厅十八井”合院建筑，宅祠合一，由围墙、宇坪、中央厅堂部分及两侧横屋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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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细节之精美，在屋顶横梁上最为体现，几乎是每一栋建筑、每一个角落的细节都精

美无比；那些横纹，那些斑点，无一不记载着岁月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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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房门楼，客家门楼的典范，灰塑装饰精致，飞檐翘角青砖黛瓦的客家建筑风格，令人

叹为观止的建筑技艺。

除了一栋栋古建筑，这条鹅卵石古道也分外美好，行走其中，仿佛走入了画里一样，古

香古色。

村中最古老的古建筑要数衍庆堂，建于明成化年间，后几经扩建成培田吴氏总祠，堂号

“衍庆”，寓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内设古戏台、妇女儿童看戏间，中厅粉壁拓朱熹

所书“忠孝廉节”四字，天子壁悬挂家训、家法、族规，中堂悬挂六至十世祖画像，彰显培

田人敬祖尊贤的优良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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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培田村中，无论是早已声名在外的老宅子，还是这些普通人家的住宿，以一种古朴

的姿态接纳游客。走进一栋栋老宅子，村民依旧住在里面，对于游客，他们会报以微笑，还

会主动的邀请你进去参观。即使是我这样的散客，在几个老宅子前犹豫该不该进入打扰时，

总会有老人家主动的说可以进来参观，还为我讲解起老宅子的历史，比如这块练功石，老人

家指点我看说可是古物哦。

来到培田村，你会看到最原汁原味的客家人的生活场景。欣赏建筑本身的同时，更多的

遇见那淳朴美好的客家文化

【资料转引自：旅游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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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纪念园

叶剑英纪念园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叶剑英纪念园以叶剑英故居及纪念馆为基础，

设有人文景区、生态林区，旅游休闲服务区等功能区。叶剑英纪念馆依山望水，高三层，

外观呈几何构造，气势恢弘，极具现代化气息，融美观和实用于一体，共分为四个展厅，

除原有图片、铜像等实物展示外，新增场景再现、视频展示、油画作品等表现手法，集

中而生动地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伟大光辉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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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故居是泥砖砌筑的农舍，属粤东地区客家围屋。整座围屋共有 15 间房屋，

进故居左侧后角边两间是叶剑英少年时的卧房。青山绿水环抱之下，叶剑英故居给人以

宁静质朴之感。院内整洁清静，故居里摆放着，古典风格的木床、木桌、木椅等，左侧

后角两间分别是叶帅少年时代的卧室及书房，院内整洁清静，远处青山含黛，四野田园

青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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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嶂革命根据地

九龙嶂革命根据地是国务院命名的第一批革命老区，是粤东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中心，

被史学界誉为“粤东的井冈山”。修缮后的东江工农革命军十团旧址、东江工农红军总指挥

部旧址等再现了当年“粤东井冈山”的风貌。九龙嶂革命斗争纪念馆和九龙嶂红军烈士纪念

碑迎来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瞻仰革命遗址，重温革命星火闪耀九龙嶂的那段历史。

纪念馆建立在九龙嶂革命根据地之上，馆内陈列有历史文物和历史图片，图文并茂，利

用适量的声、光、电现代科技手段，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九龙嶂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九

龙嶂红军烈士纪念碑是 2015 年，为纪念当年革命斗争牺牲的 302 名红军烈士而建造。该纪

念碑占地面积约 600 平方米，是梅州市第一座以红军命名的纪念碑。

【资料转引自:微信公众号梅州文广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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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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