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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旅游，避暑是第一主题
骄阳、酷暑、汗流浃背

……身处炎热暑期，避暑是
第一主题。记者从我市山
水、丹阳中旅、新世纪等旅
行社了解到，避暑类旅游目
的地众多。如何选择？有
窍门。

东北线：丹阳中国旅行
社在炎热的8月推出了“南
北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根河
湿地、阿尔山大兴安岭、扎
龙丹顶鹤保护区、沈阳8日
游”的避暑之旅。

避暑指数：★★★★★
性价比：★★★★
丹阳的盛夏，很容易就

让人感到大汗淋漓，总想躲
进空调房。而此时的大东
北却凉风习习，正适合丹阳
人去避暑。

西北线：即使是 7、8月
份的青海，温度也同样不是
很高。

避暑指数：★★★★
性价比：★★★★
西宁位于青藏高原的

东部，属于大陆高原半干旱
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6℃
左右，这里为黄河湟水谷地
暖区，冬季受冷空气影响较
少，因而冬无严寒，一月份
的平均气温为零下 7℃左
右；夏无酷暑，6～8月的月
平均温度只有15～17℃，平
均最高气温在25℃以下，是
理想的避暑胜地。

中南线：我市山水旅行
社在这个夏天为我们带来
了7月份的“荆州古城、袁家
界、玻璃桥、天门山玻璃栈
道、猛洞河漂流、凤凰古城
双动6日游”。

避暑指数：★★★★★
性价比：★★★★
想要感受夏日的激情

与凉爽吗？猛洞河漂流带

您穿急流，越险滩，闯狭谷，
捕激浪，有惊无险，回味无
穷。

东南沿海线：我市新世
纪旅行社在这个7月适时开
展了“东极岛、仙山谷漂流、
云栖竹径、观音文化苑、东
沙海滨沙滩3日游”。

避暑指数：★★★★

性价比：★★★★★
避暑去哪儿？还要看

海岛！东极诸岛不仅有浓
厚、古朴的渔家特色，更有
那美不胜收的风光，它几乎
包揽了真正意义上的凉爽、
碧海、岛礁、海味。且气候
宜人， 水质清澈，是少有
的纯洁之地。

国外线路游：欧美亲子
游，名校氛围浓

避暑指数：★★★★
性价比：★★★
欧美一贯是暑假档期

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我市
锦华、东亚旅行社负责人表
示，每年的7月、8月是欧洲
游市场的旺季。一方面是

由于适逢欧洲不少国家天
气凉爽，适合旅行避暑；
另一方面，是因为暑期亲
子家庭出游的需求，欧美
等国名校众多，观光服务
较为完善，浓郁的文化氛
围和人文风情让不少家长
更乐意选择英、法、瑞、
意等地旅游。（溢真）

温馨提示
总店地址：丹阳市阳光花园街4-5号（市民广场医保中心隔壁）
电话：0511-86568922 0511-86526077 传真：0511-86958018
华南营业部地址：丹阳市华南路22号（华南桥向南50米）
电话：0511-86533977 0511-86525922 传真：0511-85955928

经营许可证号：L-JS11101
江苏省诚信旅行社 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镇江市十强旅行社 值得游客信赖旅行社

丹阳新世纪国际旅行社

最新鲜的旅游资讯，最低价的产品折扣，最给力
的有奖活动~还没加微信么？你Out啦！

丹阳中国旅行社
热线电话：86900788 86900789
许可证号：L-JS-11014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1.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具体报价以报名时为准！
2.咨询热线：0511-86900788(散客）,86900789（团队）
3.代办赴各国签证业务
4.地址：丹阳市丹凤南路137号（健康路路口，邦妮会所一楼，法
比澳南边）丹阳中国旅行社

温馨提示：
1.以上线路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日所签合同为准，团队一团一议13806109258
2.可承接会务拓展业务；并且可开具会务发票；
3.长线机票浮动比较大；具体价格以名单申请为准。咨询热线：86583633
山水自驾俱乐部欢迎您的加入，群号：184318756
总店：山水二中店0511-86581633、15052964937、地址：吕叔湘中学南100米
分店：山水华南店0511-86561778、18106108368、地址:华南菜场南50米
分店：山水开发区店0511-86962209、15162947086、地址：劳动局旁城市频道一楼
分店：山水大泊店0511-86996399、地址：大泊镇南路84号(粮管所对面)

丹阳山水旅行社有限公司
许可证号：L--JS11090 江苏省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2017年南京文华国旅丹阳分公司推荐出境线路：
热线：86591758/15052964937

友情提醒：
1、以上线路价格仅供散客参考，具体价格以柜台签订合同为准，一团一议！
2、旅游投诉电话：86922800
地址：丹阳市四牌楼人寿保险公司斜对面（锦都宾馆南侧20米）

丹阳市锦华旅行社
微信号：dyjh86901822 经营许可证号：L-JS11054 镇江市诚信旅行社

*旅游热线：86901823 18906109258*
线路精选：咨询QQ：879934406 1973930601

丹阳市东亚航空/旅行社有限公司
旅游许可证号：L-JS11073

友情提醒：
1.散客价格仅供参考，具体价格以当日门市价格为准！
2.另有更多旅游线路、敬请来电咨询。团队一团一议！
旅游专线：86579393 机票专线：86600000
火车票专线：86571666 地址：开发区民政局大门西侧

专业代办各国签证及国内外酒店预定
专业票务代理国际国内特价机票

特别推荐
7月16日/24日 海南醉美双岛双飞六日游（陪同班，含接送，0自费）2980元/人
7月18日/25日 趣享亲子游-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陪同班，含接送）3680元/人

7月26-31日/8月13-18日泰国无自费五晚六日游3880元/人
（含丹阳往返南京机场接送）
7月31日柬埔寨4晚5日游3599元/人起
8月3/5/10/12/17/19日芽庄4晚5日游3980元/人起
8月13日新加坡、马来西亚4晚5日游3980元/人起
7月16日港澳双飞五日游4380元/人起
7月30日普吉岛4晚6日游5180元/人起
长滩岛4晚5日游5390元/人起
8月6/8/10/15日日本本州6日游6080元/人起
8月2日新加坡4晚5日游6180元/人起
7月30日巴厘岛4晚6日游6680元/人起

山水近期暑期自组团线路汇总：
7月15日夜游东方盐湖城98元/人
7月16日夜游灵山小镇、拈花湾110元/人
7月13-14日日照、龙湾海滨二日游398元/人
7月15-16日安吉藏龙百瀑、百草园、峡谷漂流二日游518元/人
7月15-16/22-23日安徽黄山、夹溪河漂流二日游618元/人
7月15-16日朱家尖南沙海滨浴场、乌石塘休闲二日游638元/人
7月14-16/21-23日青岛豪华全景深度三日游758元/人
7月15-17日天堂寨动高三日游988元/人
7月28-30日嵊泗列岛三日游1020元/人
7月22/27日/8月5日北京飞高纯玩五日游2380元/人
7月19日/8月3/17日荆州古城、袁家界、玻璃桥、天门山玻璃栈道、
猛洞河漂流、凤凰古城双动6日游2880元/人
7月20-25/28-8月2日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3280元/人
7月19/30日辉腾锡勒、沙漠神泉生态、云冈石窟、悬空寺双高五日游3580元/人
山水拼团线路：
横店影视城二日游299元/人起
千岛湖、凤凰谷漂流、下姜景区二日游528元/人
上海迪士尼、都市风光二日游880元/人
泰山、岱庙、曲阜三日游898元/人
庐山三日游999元/人
大连、旅顺休闲双飞四日游2180元/人起
桂林漓江、阳朔、银子岩、古东森林瀑布双飞四日游2360元/人起
西安兵马俑、华清池、大明宫双飞四日游2500元/人起
成都九寨沟、黄龙、都江堰双动六日游2950元/人起
山西云冈石窟、雁门关、五台山、悬空寺双飞八日游2880元/人起
贵州小七孔、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双飞六日游3680元/人起
长隆野生动物园、长隆欢乐世界、珠海海洋王国双飞五日游3880元/人起
兰州、塔尔寺、青海湖、黑马河、茶卡盐湖、张掖丹霞、嘉峪关、敦煌莫高窟、
鸣沙山月牙泉双飞一卧7日游6380元/人起

自组团
北京一飞一高亲子五日游 2280元/人起 7.24
长沙、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大峡谷玻璃桥、猛洞河漂流、凤凰古城、
韶山双高六日游 2580元/人 7.25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3150元/人 7.23
新疆天山吐鲁番伊犁天鹅湖双飞八日游 5599元/人 7.25
海南三亚亲子六日游 3680元/人 7.28
承德、北戴河、坝上草原双高五日游 2980元/人 8.1
桂林银子岩、古东瀑布、漓江、阳朔双飞四日游 3280元/人 7.21
象山海滨浴场、花岙岛石林、雁荡山联票、漂流休闲四日游 1250元/人 7.20
浙江富阳龙门古镇、壶源溪漂流、桐庐垂云通天河二日游 480元/人 7.15
散拼线
象山漂流、古镇、影视城、海滨三日游 468元/人 周二/五
同走红军路、再回大别山、天堂寨大别山动车三日游 988元/人 7.15
青岛三日游 578元/人/598元/人 周二/五
青岛、威海、大乳山海洋度假四日游 638元/人 周二 658元/人 周五
大明山、大龙湾、刺激龙井峡漂流二日游 238元/人 周二/四/六
浙西大峡谷、大龙湾、龙井峡皮筏漂流二日游 298元/人 周二/四/六
千岛湖、姚琳仙境、下姜景区二日游 528元/人 周三/六
日照灯塔、赶海拾贝、海边骑行、梦幻冰雪世界二日游

248元/人 周二/四 288元/人 周六
连云港连岛苏马湾海滨浴场、花果山二日游 378元/人 周二/四/六
石台牯牛降、九华天池、秋浦河漂流二日游 358元/人 周二/六
安吉竹博园、峡谷漂流、江南天池、藏龙百瀑二日游 398元/人 周六
上海迪士尼、野生动物园二日游 880元/人起 周四/六
上海迪士尼二次进园二日游 1010元/人起 周六
芜湖方特全景二日游 248元/人起 周四/六
夜游无锡拈花湾一日游 128元/人 天天
夜游东方盐湖城一日游 98元/人 天天
夜游恐龙园一日游 138元/人 天天

江苏中山国旅丹阳营业部出境线路：
香港澳门深度双园5日游 7月23日 成人4999元起
巴厘岛精品风情5日 7月18日 成人3999元
日本全景古都精彩6日 8月19日 成人6780元
超值游 德法意瑞11天 8月17日 成人9999元
俄罗斯9天深度游特价 7月19日 成人9300元
新加坡马来西亚6天5晚 7月21日/8月4日/8月9日 成人3999元
新马泰10天9晚 8月24日/31日 特价成人3799元
短途线路：
1.无锡拈花湾（日游+夜游）一日游 成人168元 天天发
2.连云港苏马湾浴场/花果山二日游 成378元起 7月15日
3.舌尖上的日照海边骑行/赶海拾贝/冰雪世界二日游成人288元7月15日
4.青岛三日游 7月每周二，周五 成人698元起
5.日照青岛三日游 天天发 成人588元起
6.庐山、三叠泉、激情大漂流三日游7月每周二，周五成人998元起
7.庐山豪华度假四日游 7月每周一/周四 成人1280元起
长途线路：
1.桂林双飞4日游 （0自费0购物）成人2880元起 7月16日-20日
2.长春/长白山/镜泊湖/哈尔滨6日游7月19日/26日 成人5980元
3.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游 成人2450元起
4.黄果树大瀑布 天星桥 陡坡塘 荔波大小七孔 西江千户苗寨（0自费
0购物）7月25日 成人3880元
5.呼伦贝尔大草原、边境满洲里、室韦、莫尔道嘎森林公园、敖鲁古雅原
始部落、冷极村、根河湿地双飞6日游（7月14日/16日 成人5780元，赠
送一晚机场附近酒店住宿）
6.武汉、首义广场、红楼、荆州古城、天门山、玻璃栈道、张家界大峡谷世
界第一玻璃桥·云天渡、凤凰古城、土家风情园、大型民俗晚会、溪布街
双动5日游（7月双号发班 丹阳上下车 成人1750元）
夕阳红线路：
新疆 乌鲁木齐 天山天池 国际大巴扎 吐鲁番 火焰山 坎儿井 交河
故城 葡萄沟 宁夏中卫 沙坡头 金沙岛 内蒙 通湖草原 甘肃 敦煌
莫高窟 鸣沙山 月牙泉 西宁 塔尔寺 青海湖空调旅游专列12日
8月26日 成人2880元起

1、芙蓉谷+黄山+西递+穿越西海纯玩三日游，赠送皮筏漂流，赠送自
助早餐，一晚免费升级五星标准酒店 880元/人（每周二、周五发班）
2、巅峰水世界：徽州大峡谷+丰大水世界+皮筏漂流五星纯玩二日游，
仅售298元（7月14号仅此一班）

精品旅游线路
北戴河、承德、乌兰布统草原双高五日游 2900元/人
把爱给你-北京故宫、科技馆五星休闲飞高五日游 2780元/人
广东长隆亲子游双飞四日 3580元/人
绝景三城-丽江、大理、香格里拉双飞五日游 2550元/人起
醉美贵州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千户苗寨双飞五日游（无购物无自费） 3880元/人
成都宽窄巷子锦里、九寨、黄龙双飞六日游（零自费零购物） 3690元/人起
山水桂林、大漓江、印象刘三姐、银子岩四日游（纯玩无自费） 2880元/人起
庐山、三叠泉、漂流、温泉清凉消夏休闲避暑三日游 (周二、五） 990元/人
东极岛品质三日游 （周二、五、六） 1080元/人
青岛、日照三日游 （7.18特价） 538元/人
刺激月亮湾漂流、太湖源、大明山二日游 268元/人
浙西大峡谷、大龙湾、龙井峡漂流二日游 298元/人
连云港连岛苏马湾浴场、花果山二日游 378元/人
浙西大峡谷、大龙湾、龙井峡漂流二日游 398元/人起
舌尖上的日照海边骑行、赶海拾贝、梦幻冰雪二日游 248元/人
上海迪士尼二次进园二日游 1000元/人起
全景-芜湖方特畅玩二日游 248元/人起
乌镇、杭州、宋城二日游 328元/人起
夜游无锡拈花湾一日游 128元/人
夜游常州恐龙园 138元/人起
苏州乐园一日游 158元/人
周庄一日游 158元/人
宜兴善卷洞一日游 160元/人

夜游：禅意小镇拈花湾一日游 128元/人 7月15日/16日
日照纯玩休闲二日游（含一顿海鲜宴） 378元/人 7月15日/18日
刺激月亮湾漂流、太湖源、大明山二日游 268元/人 7月15日/18日
青岛+海驴岛、大乳山、那香海四日游 898元/人 7月18日/22日
东极岛三日游 1080/1200元/人 7月18日/22日
游庐山、泡温泉、看瀑布休闲三日游 1040元/人 7月14日/18日
北京一飞一高五日游（0自费，0购物） 1999元/人 7月16日/18日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猛洞河漂流、天门山、玻璃栈道、梦幻张家界表演双高六日游 1860元/人 7月19日/26日
桂林、银子岩、刘三姐大观园、象山休闲双飞四日游（0自费，0购物，含接送） 2550元/人 7月16日/18日
北戴河、承德、坝上草原、乌兰布统双高五日游 2660元/人 7月15日/18日
西安兵马俑、华清池、华山、法门寺、明城墙单飞五日游（0购物） 2650元/人 7月16日/17日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胡里山炮台双飞四日游（0购物，含接送） 2650元/人 7月15日/17日
恩施土司城、大峡谷、清江画廊、腾龙洞五日游（0自费，0购物） 2530元/人 7月20日/27日
大连、旅顺、金石滩、老虎滩双飞四日游（0购物） 2600元/人 7月16日/17日
九寨沟、黄龙、重庆小半天自由行四飞五日游 3899元/人 7月22日/27日
乌鲁木齐、五彩滩、喀纳斯、185兵团白沙湖、天池、吐鲁番8日游（0自费） 6780元/人 7月18日/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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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护苗老弥坚 关爱儿童乐天年
——记我市93岁离休教师、校外辅导员王良弼

近日，一篇题为《离休了也不放
弃梦想 丹阳老教师93岁入党》的新
闻报道在朋友圈广为流传，新闻中的
93岁老教师就是丹阳市实验学校离
休教师王良弼。七一期间，我市实验
学校召开支部大会，吸收93岁离休老
教师王良弼入党。王老以93岁的高
龄，成为我市最年长的入党积极分
子。

王老可以算得上是将之一生的
时间都奉献给了教育工作。他从19
岁起就开始从事教师事业，工作期间
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退休后，王老
开始以书画展的形式常年开展校外
教育，这项工作，他一做就是三十多
年。2011年，在市实验学校党总支和
开发区毛家社区党总支的关心和支
持下，王老和其他退休老师一同在开
发区毛家社区原大泊中学内创办了
辅导站，该辅导站作为我市实验学校
的校外学习基地，以书画为特色，以
思想教育为核心，为下一代的教育做
出了很大贡献。王老也多次获得教
育部、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等有关
单位的表彰和嘉奖。

7日上午，记者来到实验学校·毛
家社区校外教育辅导站，见到了王良
弼老师，王老虽已头发花白，却面色
红润、精神矍铄、十分健朗，“我现在
读书看报都不需要戴眼镜就能看得
清！”王老乐呵呵地说道。“这次我们
辅导班的主题是‘七彩夏令营’，时间
是15天，有26个孩子在我们这里补
习语文、数学，学书画、乐器、电脑，这

些都是免费的。”王老告诉记者，辅导
站现有一支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由
退休教师、工人和老兵组成的义务

“老师”队伍，以“老有所为、退而不
休”的精神为大泊片区留守儿童、单
亲家庭子女和外来务工子弟提供义
务辅导，每年寒暑假和平时节假日，
孩子们都会来这里学习各类知识，并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在辅导站里，书画、展板随处可
见，“现在辅导站里的展板都是我和
老师们自己制作的，经常性更新，每
一期的主题都不一样。你看这块喜
庆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的展板，上
面的画都是孩子们自己画的，其余都
是我们老师做的。”王老自豪地说道，

“我们创作绘制每一幅画都是有主题
的，你比如说这幅作品，我们的主题
就是敬老，整幅作品都紧扣主题。”在
办公室，王老指着墙上的一幅画作告
诉记者，他们创作的画作不仅要对辅
导站的孩子进行教育，还要把画作送
进学校，送进社区，向更多的孩子进
行宣传。据了解，在王老的带领下，
2011年以来，实验学校·毛家社区校
外辅导站的老师们共创作富有教育
意义的书画作品 1100余幅，每年开
展较大型的主题教育活动8次以上。

由于王老年事已高，现在已经很
少和孩子们整节整节地上课了，但一
有机会，他还是喜欢给孩子们讲讲
课。7日上午，开发区关工委的相关
负责人来到辅导站，给老师和孩子们
送来了水蜜桃。在把桃子分给学生

们后，王老便即性教孩子们画起了桃
子。不就是画桃子吗？这有什么好
稀奇的？看到这里，不少人或许都不
以为然，记者开始时也有这样的想
法。只见王老拿起红黄绿三色粉笔，
一边向学生们讲着画桃子的技巧，一
边结合纪念“七七事变”这一主题，透
过一只小小的桃子，向孩子们进行着
爱国主义教育，最后讲到高潮处，王
老甚至和孩子们一起唱起了《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唱完了，王
老的桃子也画好了，整个讲授过程流
畅无比，丝毫不见生硬之处，教室外
的家长们听完都不住地点赞。

已是鲐背之年，王老为何还要坚
守在关心下一代工作的第一线？对
于记者的疑问，王老表示，这么多年
来，他早已经对辅导站有了感情，难
以割舍，虽然领导、同事和家人都劝
他不要太操劳，但他说：“我是风雨无
阻，每天都来，一天不来就想得慌，在
这里，我忙活得开心！现在老伴身体
不好，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所以
我现在是带着老伴一起来辅导站。”

（萧也平 龚佩玉 文/摄）

书法课上，王良弼老师在教授书法技巧的同时，也不忘
给孩子们进行思想教育。

恰逢“七七事变”八十周年，王老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精彩
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虽已九十三岁，但王老每天仍坚持学习。

王老正在为孩子们讲述许清照烈士的光荣事迹。

手牵手，王良弼老师和老伴王农英一起把家回。 如何画好一幅牡丹图？王老正为孩子们讲解绘画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