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馨小贴士：
国庆出游要注意什么

一、要保证自身以及家人、
朋友们人身安全，小孩与老人
要加倍留心，不要走散。患有
心脏病、高血压的老人，不建议
在国庆高峰期出游。

二、自驾出游的朋友们注意
交通安全，不要因赶时间而疲劳
驾驶，出发前对车辆的发动机等
全部配件进行检查，在细心做好
一切准备工作之后，才能拥有愉
快而充实的假期生活。

三、不论是自助出游或是
跟团探险游，一定要注意根据
旅游景点的天气与特色，备足
衣物、备用药品和日常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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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秋天天高气爽的天气，非常适合
带孩子出游。再加上“十一”长假，亲
子游也到了热销季。哪里适合带着孩
子一起出游？哪里可以寓教于乐？本
期《旅游周刊》为您推荐。

成都：来了不想走的城市

成都是一座“慢城”，休闲、惬意，
来了就不想走。“同样，这里也是适合
带着孩子一起去玩的地方，被誉为‘天
府之国’的成都，气候宜人，生活悠闲，
美食、美景令人眼花缭乱。”

选择在成都度过一天，最好不要抱
着赶场子的心情，与孩子一起，慢慢游
览，体会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安祥，适应
当地悠闲慵懒的生活节奏。

在成都海洋公园，你可以带着孩
子看奇妙的海底世界，也可以看可爱
的海豚表演、看南极的企鹅以及海狮
等动物。不仅让孩子看到了海洋动
物，还可以在欢乐中成长，了解更多关
于海洋的知识，可以说是游学相宜。

成都熊猫基地位于成都北郊斧头
山附近，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这里不
仅饲养了“国宝”大熊猫，黑颈鹤、白鹳
和白天鹅、黑天鹅、雁、鸳鸯及孔雀等
动物。在由68科300多种高等植物
所构成的基地人工生态植被内栖息着
野生鸟类29科90多种。

此外，都江堰、青城山、杜甫草堂、
极地海洋世界还有锦里等，都是孩子
们喜欢的地方。

西安：看滚滚红尘帝王都

四大古都之首的西安有厚重的历史
感，兵马俑、大雁塔、华山、西安博物馆、
钟鼓楼……带着孩子游西安，接受文化
熏陶，可以让他在游玩中学习历史。

陕西是中国皮影的发源地，陕西
皮影也是秦晋皮影的代表，从秦汉盛
行至隋唐时代，到西安，带着孩子看一
场历史悠久的皮影戏，也是不错的体
验！

除此之外，横扫西安出名的回民
街，尝遍西安的美食，也必定让你和孩

子留下深刻的旅行记忆。西安的饮食
文化洋溢着浓郁的西北风情，不像海
南菜追求清淡和味鲜。这里是面食的
天下，肉夹馍、羊肉泡馍、凉皮、荞麦饸
饹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吃。带着孩
子，去西安回民街，来上一碗泡馍，点
上一碗面，或者叫上一份肉夹馍，都会
让你回味良久。

桂林：看桂林山水甲天下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绝对是亲子游
的好去处，泛舟漓江，犹如置身画中，
课文中的描述此刻就那么生动地铺呈
在孩子面前。到了桂林，诗情画意不
再仅仅写在课本上。

漓江，从桂林到阳朔约83公里的
水程，乘竹筏是最好的选择。一家人
乘坐竹筏，一起体验“人在画中游”，金
秋的漓江此时也呈现多彩的意境。

游完漓江，参观过市内的景色，还
可以前往远处壮美的龙脊梯田，感受
大自然造物的神奇。龙脊梯田有“梯
田世界之冠”的美誉，它如链似带，从
山脚盘绕到山顶，其线条行云流水，气
势恢宏。

安徽黄山：览秋色观日出

秋季的黄山，气候凉爽，风景宜
人，也是适合带孩子出游的好地方。
秋季登临黄山，可以看到山石如黛，蓝
天如洗，苍松似墨，丹枫胜火，还有那
壮观的云海，瑰丽的日出，绚烂的晚
霞，一同交织出秋季黄山的万种风情。

乘坐缆车是登临黄山的不错选
择。随着缆车的慢慢上升，一幅壮阔
秀丽、山林相衬的秋日画卷也一路呈
现眼前。或红、或黄的秋叶成为了黄
山壮丽峡谷中的绝对主角，眼见之处
层林尽染，万山红遍。

登上黄山之后，玉屏楼景区是必
须要去的，因为在这里不仅可以隔壑
相望一朵如同盛开雪莲的“莲花峰”，
还能远眺黄山第一险峰——天都峰美
景，甚至遇见那闻名遐迩的“迎客松”，
近距离观赏这棵已经成为了中国礼仪
文化图腾的神奇植物。

国庆长假，
辣爸辣妈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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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自驾游不是一种旅游方式，而是一
种旅游的态度。十一期间，约上三两好
友，开着心爱的座驾，奔驰在一路的美景
之中，细品风景，抒发心怀，何尝不是人
生一大乐事？不需要做过多的计划，带
上地图，为爱车加满油，找准一条自驾游
路线，马上就出发吧！

线路一
岭南花城，美食天堂——粤北行

推荐理由：
距离海南较近的广东无疑是短途

自驾游的最好去处，广东省旅游资源丰
富，类型多样，在这里，抱着不同愿望而
来的旅游者都能找到自己的需要。一
路上，还可以享受各种粤式美食，何乐
而不为？

行车线路：广州—清远牛鱼嘴—英
德奇洞温泉—韶关丹霞山

线路二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西南行

推荐理由：
西南地区是一个经济潜力极大、自

然风光雄奇、民俗风情丰富、带有几分神
秘色彩的风水宝地。这里的气候有“一
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之说。穿行在山

城重庆，感受连绵的武陵山脉；行走在广
西的十万大山中，体验山清水秀，人在山
水画中游的感觉。

行车线路：重庆-娄山关-贵阳-柳
州-桂林-北海-南宁-都匀-红枫湖-
重庆

线路三
灵魂的源泉——甘南川西行

推荐理由：
九寨沟、黄龙，甘南的草原，阿坝

的藏族风情……这里能够让旅行家
找到跋涉的诱惑，让文学家找到创作
的富矿，让艺术家找到灵魂的源。

行车线路：兰州-临夏-拉卜楞寺-
郎木寺-若尔盖-九寨沟-黄龙-都江
堰-成都-丹巴-海螺沟-成都

线路四
小桥流水——水乡古镇行

推荐理由：
水乡有诗，水乡有文，水乡有史，水

乡更有各种传说。每个水乡不管方圆大
小都有其悠远的历史，小桥流水人家有
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走街读城每一步都
是文化之旅。慢行其中，靴踏在街石上
的清空声音中，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走进
另一个历史时空。

行车线路：上海-角直-同里-周

庄-南浔-乌镇-西塘-上海

线路五
寻根之旅——北京、山西、陕西行

推荐理由：
北京、山西、陕西一线一直是自

驾车旅游爱好者关注的焦点。这条
线贯穿了中华文明从树冠到树根的
整个脉络。经平遥古城、乔家大院、
壶口瀑布、党家村、古城西安、黄陵和
延安，最后回到北京，一条线下来，你
将几乎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演绎和
进程。

行车线路：北京-太原-平遥-壶
口-西安-延安-太原-北京

线路六
领略渤海的壮阔——辽东行

推荐理由：
其实东北三省并不缺少美景，而自

驾车感受辽东及海滨风情，绝对是个不
错的选择。从北京出发，经北戴河、秦
皇岛、兴城、锦州到达沈阳，然后再去千
山、大连。一路上可以领略海的壮阔、
欣赏辽河平原上的白墙红瓦、感受大连
的浪漫气息。

行车线路：北京-北戴河-秦皇岛-
山海关-锦州-沈阳-鞍山-大连-塘沽-
北京

国庆最热六大特色自驾线路

国庆来临，不少人都有出游放松心情的打算，海南各大
旅行社也纷纷亮出各式出游大餐，让人们眼花缭乱，应接不
暇。《旅游周刊》记者走访多家旅社，总结出以下最值得国庆
出游玩赏的好地方！

岛内两岛两湾游

国庆期间，针对工作繁忙的游客，海南不少旅行社推出
了畅游海南两大唯美岛屿和两大唯美海湾的特色活动。

“绿城蓝湾，两岛两湾游”全程包含游览国内首家海岛
5A级景区分界洲岛，与海豚、海狮、鲸鲨、大海龟、大虎鲨来
亲密对话；在会唱歌的三大沙滩之一—清水湾，观赏海景的
壮阔，奔涌迭宕的浪涛；在南湾猴岛乘坐亚洲最长的跨海索
道，与猴子们亲密接触；在汇聚中国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世
界名品折扣店的首创奥特莱斯，接触全球时尚，引领潮流；
最后，在鉴湖蓝湾来一场高尔夫，休闲放松的同时，增进朋
友与亲人之情谊。

海南椰晖旅行社商旅部经理郭才华介绍，分界洲岛的
美景怡人，吸引不少外来游客慕名而来，并且，由于陵水距
离海口只需三个小时的车程，这里也是自驾游的上好选择。

环台湾深度体验之旅

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推出的环台湾深度感受之旅。
旅途中，可在阿里山森林公园感受“阿里山五奇”，感受森
林SPA；在日月潭搭乘观光游轮体验湖光山色；在玄光
寺、中台禅寺，感受著名建筑大师李祖源惊世巨作；在台
北101大楼体验世界最快速度的电梯；在名气响彻全亚
洲的台北夜市，品尝各种独具特色的台湾小吃……此外，
台湾北海岸最著名的野柳地质公园、太鲁阁国家公园、北
回归线纪念碑、打狗英国领事馆、莲池潭都一一收录在旅
程中。

海南康泰国际旅行社旅游中心操作部总监玉婷婷表
示，8月初，该旅行社台湾团就已收满，最近陆陆续续仍有顾
客上门咨询。

国庆期间台湾游火热，大部分游客为中老年人，对台
湾、海南姊妹岛的特殊情结，并且台湾游性价比高是出游的
一大动因，吃、住等均获得游客一致好评。

玩转韩国“思密达”之旅

在韩剧盛行的当下，不少游客对韩剧取景拍摄地充满
了期待与向往。为此，海南多家旅行社特别推出了国庆期
间韩国游项目，颇受游客欢迎。

游客可在韩国的汗蒸幕享受各式温泉，干蒸湿蒸，或
在热炕小憩一会；参观总统府、青瓦台、清溪川；赏玩南山
公园，俯瞰首尔市区的首尔塔，在爱情锁墙上挂上爱情锁；
在德寿宫石墙街共赏秋枫叶；探访200万前年熔岩喷发后
冷却而形成的岩石，被称为龙嬉游之地——龙头岩；观赏
由绝壁海岸、深蓝色的大海、宽阔的草原形成的济州绝景
之一涉地可支；在韩国传统民俗村——城邑民俗村体验韩
国民俗文化；在泰迪熊博物馆与泰迪共享快乐时光！旅途
中还可以穿上韩服为家人亲手制作泡菜；在韩国时尚购物
特区感受潮流之息，并且全程享用各式韩国料理，如人参
炖鸡、韩式烤肉、石锅拌饭、海鲜火锅等，玩乐的同时胃口
也随之大开。

海南惠众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陈枫介绍，韩国是出境游
中最火热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14年1月至今，海南岛发
往韩国的游客已经上万人次。为国庆黄金周开设的两个团
已经全部爆满。

在东南亚国家中最受欢迎的出境地有日本、韩国、新
马、泰国。但韩国游为何如此火热，业界认为今年两地开通
直航包机，出游性价比提高，加之仁川亚运会的开幕，都搅
热了韩国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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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西日报社、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主办的“万达文化旅游城·全国主流媒体
走赣鄱”活动，9月11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九
龙湖万达文化旅游城启动。来自全国20余
家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的记者编辑应邀前
来体验“江西风景独好”的品牌魅力，采访
报道江西向旅游强省迈进的实践与探索。

此次活动正值江西推进旅游强省建设
战略一周年,江西省相关负责人对“江西风
景独好”品牌的树立、旅游特色营销进行了
详细的介绍。记者团前往上饶龟峰、三清
山景区，婺源篁岭和景德镇御窑等景区，进
行为期一周的体验式采访。这些景区各具
特色，或峰林峻秀、或丹霞奇美，更有小桥
流水、千年瓷韵，基本串连了上饶地区的精
华景点，并与景德镇相呼应，集合了江西特
色鲜明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绿色与古
色交相辉映，堪称江西最美旅游路线。

触摸江西之美

“青山绿水一幅画，白云深处有人家。”
千年来，江西素称“文章节义之乡，白鹤鱼
米之国”。江西之美，美在山水；江西之盛，
盛在人文。美景看不尽，人文道不完，“区
区彼江西，其产多才贤”。此次行走江西南
昌—龟峰景区—三清山—婺源篁岭—景德
镇，让人看到了大美江西时尚的一面、神奇
的一面，古典的一面、文艺的一面。

南昌
喊你来“过夜”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南昌，一座离不开王勃千古绝唱的城市。
滔滔赣江水，碧波浩淼；涓涓鄱阳湖，潋滟
波光；滕王阁、绳金塔、八一广场、摩天轮，
这些不同时代的地标景点，有各自不同的
玩味。鄱阳湖鱼头、藜蒿炒腊肉、南昌炒
粉、瓦罐汤，这些也是来南昌必尝的特色赣
菜。但是，这些美景和美食却很难留宿游
客，转道南昌的游客往往只是惊鸿一瞥而
选择转向下一站。

龟峰
享田园风光 吸天然清氧

龟峰是世界地质公园龙虎山—龟峰地
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中国丹霞”的组成
部分，位于江西上饶地区弋阳县城南信江南
岸，地处三清山、龙虎山和武夷山之间。
2010年8月2日，龟峰成功摘取“中国丹霞”
世界自然遗产桂冠。走进龟峰，可以尽享田
园风光，深吸天然清氧，亲临摩崖石刻，细品
道中真意，明鉴霞客足迹，畅游清水湖畔
……宛如走进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恍若步
入梦幻缥缈的人间天堂。这里不仅拥有精
致、象形的景色，还推进了龟文化建设，设有
休闲养生中心，拥有首家龟文化博物馆，还
有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龟展馆……

三清山
云海的故乡

在都市生活久了，就愈发向往自然的
风光。于是，在节假日或是某个普通的周
末，三五成群的上班族们会来到山里，体验
古朴的生活方式，寻求内心的平静。三清
山翻涌的云雾是无数驴友和登山客眼中最
美的景色。在这个被称为云海的故乡的地
方，千山万壑间，云雾或明或暗，或浓或淡，
变幻莫测。特别是在玉京峰观赏日出日
落，是不可错过的行程哦。

婺源篁岭
梯云村落，晒秋人家

去篁岭，赏的是不一样的婺源风光。
现在，正是篁岭最娇娆的时候。“金秋

篁岭，赏花胜地”，为打造篁岭四季花海，篁
岭种植了品种纷繁五彩缤纷的花海，数百
亩紫薇、柳叶马鞭草、三角梅等花卉盛开，
进入最佳观赏期。姹紫嫣红的花海绵延开
来，蜂蝶缱绻，花香清甜，沁人心脾，让秋季
的篁岭变成一个大花海。这个季节，篁岭
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晒秋。将黄豆、稻谷、辣
椒平铺晒开，圆圆晒匾里五彩缤纷丰收果
实和依山而建的白墙灰瓦形成强烈的色彩
对比，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晒秋人家”。

景德镇
一曲传唱千年的陶歌

景德镇大街小巷都有陶瓷的身影，但
其实每个陶瓷都有着不同的“个性”。在陶
瓷学院旁的圣罗帝景陶艺街，那里的陶瓷
店铺鳞次栉比，每家店铺里展示的陶瓷作
品都深深地表现出创作者的性格。要想和
陶瓷来个亲密接触，御窑厂遗址是不可错
过的地方。不仅有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

“朝圣”，这里也是外国友人最爱的景点。
来到御窑，可以感受到浓缩的千年瓷文化，
仿佛每走一步都可能踩到地下的古瓷遗
迹。 （欣欣）

江西风景独好
全国主流媒体走进赣鄱

美丽江西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里展出的兵马俑。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