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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丹阳市民在小岗村参观农家旧址。
党的十九大闭幕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的号
召让更多人有了重温红色
记忆的想法。记者昨从我
市山水、锦华、新世纪、
东亚、中旅等多家旅行社
了解到，近期，包括中共
一大会址在内的多个国内
“红色地标”的旅客数量环
比陡增。
从山水旅行社的数据
来看，在十九大闭幕后的
一个星期里，北京、西
安、上海、南京、重庆、
延安、井冈山等地的“红
色地标”的参观人数明显
增多，其中，北京被认为
是国人心中最重要的红色
旅游目的地，最受欢迎。

而中共一大会址一跃成为
国内红色旅游景区热度首
位。遵义会议会址、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辛
亥革命博物馆等“红色地
标”也都迎来了大批旅
客。丹阳的上海战役总前
委旧址纪念馆参观者同比
增长超过50%。
而改革开放旅游红色
地标旅游参观者也是络绎
不绝。如见证改革开放崛
起的深圳、
中国第一村华西
村等景区旅客攀升。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高
度评价小岗村农民的壮
举。江泽民、胡锦涛、习近
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经
到小岗村考察。记者日前

满，
二十多年前集体按下手
印的故事再次在小岗村发
生。村民派了十个代表，
按
下手印到安徽省组织部、
财
政厅要求沈浩留在小岗村，
再带领他们干三年。六年
来，
沈浩带领着小岗村办工
业、
兴商贸、
科学种田，
以市
场经济的头脑发展种植、
养
殖和高效农业。农家乐生
态游促进小岗村振兴发展，
“大包干”纪念馆每年接待
各地游客万余人次。一个
美丽、
和谐、
富裕、
文明的社
会主义新小岗重新向世人
展示着它独有的魅力。
我市山水、锦华、新世
纪旅行社还发现，
在旅客群
体中，响应号召、
“ 探寻初
心”
的年轻人更多。分析显
示，
在近期前往红色旅游景
点的游客中，
半数以上年龄
不到35岁，
绝大多数游客年
龄在 55 岁以下。在十九大
会议上，
有关
“一带一路”
倡
议的发展蓝图被多次提及，
丹阳中旅、
东亚旅行社还发
现，随着战略的持续推进，
海外红色游也有了明显升
温，其中以俄罗斯最受欢
迎。
（强军 国武 溢真 文/摄）

新世纪国际旅行社
丹阳山水旅行社有限公司 丹阳经营许可证号：
L-JS11101
许可证号：
L--JS11090 江苏省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南京文华国旅丹阳分公司推荐线路：详询15052964937
越南芽庄5晚6日游
999元/人起
歌诗达赛琳娜号长崎一地5日游
1700元/人起
普吉岛4晚6日游
1599元/人起
巴厘岛6日游
1699元/人起
泰国五晚六日游
1999元/人起
新加坡、马来西亚6日游
2399元/人起
长滩岛4晚5日游
3099元/人起
日本本州双飞六日游
4380元/人起
阿联酋4晚6日游
4899元/人起
毛里求斯5晚7日游
4999元/人起
德法意瑞+新天鹅堡11日游
5999元/人起
山水近期自组团线路汇总：
11月18/19日无锡灵山大佛纯玩一日游99元/人
11月18/25日苏州龙池白马涧、天平山赏枫叶一日游168元/人（含餐；赠送大闸蟹8
只；鸡蛋一箱；丝绸围巾）
11月18-19日浙江临安指南村、神龙川赏最美秋景二日游438元/人
11月25日海宁皮革城一日游28元/人
11月19/25日南京栖霞山赏枫叶、湖熟赏菊花、奥特莱斯一日游138元/人
11月26日南京牛首山胜景、老门东、品金陵全鸭宴纯玩一日游138元/人（赠送福米
一袋5斤+金龙鱼油一瓶）
11月19/27日海南双飞六日游2280元/人起
12月8日昆明、腾冲、瑞丽三飞六日游2280元/人（含丹阳往返机场接送；餐标40元/
人；入住五星酒店）
山水拼团线路：
齐云山、丰大温泉、太平湖二日游188元/人
庐山、景德镇三日游198元/人
三清山、三溪大峡谷、婺源赏秋三日游298元/人
厦门鼓浪屿双飞四日游799元/人起
哈尔滨、亚布力滑雪、雪乡双飞五日游888元/人起
北京特价双飞五日游768元/人起
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坎儿井、双飞八日游999元/人起
贵州黄果树瀑布、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双飞五日游2100元/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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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中学对面荣成国际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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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诚信旅行社
镇江市十强旅行社

首批三星级旅行社
值得游客信赖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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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怀英烈 不忘初心

图为纪念封

受旅游淡季价格实
惠、景区游客减少等因素
的影响，近期老年游市场
颇为火热。记者昨天从
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老年
人报名出游的人数增长
明显，
“银发族”成为了目
前旅游市场的主力军。
“最近一段时间出游
很划算，多数线路产品价
格降幅三成至五成，短线
出境线路、国内游线路价
格降幅最明显。”我市新
世纪旅行社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国内线路伴随景
点 门 票 、机 票 及 酒 店 降
价，价格也普遍回落，11
月 前 后 出 行 ，性 价 比 很
高，因为这时大部分景区
门票都是淡季价格，而且
景区游客的数量也大幅
减少。旅行社工作人员
表 示 ，相 较 于 上 班 族 而
言，老年游客有更多的闲
暇时间来预订和安排自
己的行程，如新世纪旅行
社为丹阳游人特别准备
了“南京栖霞山、湖熟赏
菊 花 一 日 游 ”，仅 需 148
元/人，发班日期为 11 月
19 日。山水旅行社负责
人老铁告诉记者，在最近
接待的旅行团中，中老年
旅客的占比也很大，他们
推出了很多旅游线路，有
的更适合短途游。如“浙

江临安指南村、神龙川赏
最美秋景二日游”、
“无锡
灵山大佛特惠一日游”等
路线，参团游玩的老年人
数量骤增。老年人闲暇
时间多，所以在旅游淡季
时，有他们的参与能让淡
季不那么淡。
“ 子女们现
在都成家立业了，我们也
退休了，终于有时间能享
受一下了。”家住凤美新
村的杨艺民告诉记者，自
己最近正筹备和老伴出
游事宜。记者从锦华旅
行社了解到，十一假期过
后，因价格实惠、人流减
少、气候适宜等因素，促
成了一大波中老年人错
峰出游。为了迎合老年
群体的出游需求，他们也
纷纷推出了中老年专属
出游线路。
出去旅游是件开心
的事儿，针对“老年游”的
一些问题，锦华旅行社负
责人建议老人旅行前应
先做体检，并询问医生，
确定身体没有问题方可
前往。在旅途过程中一
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运动
不能过量，要保持旅游精
力均衡。此外，老年人要
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决定旅游去的地方。
（魏裕隆）

丹阳市锦华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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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华南桥向南30米农商行隔壁）
电话：0511-86533977
0511-86525922 传真：0511-85955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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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淡季不淡
“银发族”唱主角

自组线
南京栖霞山、湖熟赏菊花一日游 148元/人 11.19
马仁奇峰玻璃栈道、鸠兹古镇一日游（含餐） 200元/人 11.19/26
散拼线
西安、乾陵、法门寺、兵马俑、华清池、华山、大明宫双卧六日游 2090元/人天天
海南双飞六日游 2380元/人 周一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1680元/人 周三/六
北京一飞一卧五日游 999元/人 周四
张家界双飞五日游999元/人 周五
南京牛首山/雨润生产基地一日游 99元/人 周六
海宁皮革城一日游 28元/人起 周二/四/六/日
微信号：dyjh86901822 经营许可证号：L-JS11054 镇江市诚信旅行社
桐乡世贸中心一日游 18元/人起 周二/四/六/日
*旅游热线：
86901822 18906109258*
线路精选：
咨询 QQ：
879934406
1973930601
南京牛首山/雨润生产基地一日游 99元/人 周四/日
特价!新梵宫灵山大佛一日游
99元/人
11月18日/19日
特价！苏州同里古镇、天平山赏枫一日游 （含餐）
138元/人
南山竹海一日游(吃鱼头送有机鱼) 老年人138元/人(铁发) 周四 特价！太湖渤公岛、寄畅园、天下第二泉、惠山古镇一日游（含餐，送冬被）148元/人 11月18日/25日
11月18日/25日
杭州西湖、乌镇、宋城、西溪湿地二日游
328元/人起
11月18日/25日
无锡灵山一日游 99元/人 周六/日
特价！庐山、景德镇三日游
198元/人起
11月17日/24日
黄山、宏村、芙蓉谷、丰大温泉超值纯玩四星品质游
890元/人
11月17日/24日
芜湖方特梦幻王国/东方神画一日游 208元/人起 周六
厦门、鼓浪屿、海上明珠、5D大咖秀双飞四日游（含接送）
1080元/人
11月18日/20日
北京双飞五日游（陪同班）
1370元/人
11月22日/24日
无锡三国城/水浒城一日游 148元/人 周六
武汉、荆州古城、天门山、玻璃桥、凤凰古城、土家风情园双动全含五日游1650元/人
11月18日/22日
冰雪哈尔滨、亚布力、雪乡、千里雪淞长廊女真古法冬捕双飞五日游（0购物）1580元/人 11月20月/25日
住准三商务酒店:杭州/乌镇/宋城二日游 328元/人起 周六
腾冲、瑞丽双飞六日游（含接送）
1690元/人
11月28日
贵阳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双飞五日游
1880元/人
11月18日/22日
婺源、篁岭、景德镇三日游 199元/人 11.28
桂林、漓江、印象刘三姐双飞四日游（0自费，含接送）
2050元/人
11月18日/20日

温馨提示

影像故事

纪念中共丹阳县委第一任书记夏霖烈士牺牲九十周年

十九大带动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在农村改革起点安徽凤阳
小岗村了解到，十九大之
后，
前来参观、
学习、
培训的
人数同比上升了 30%以上，
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
发 源 地 ，有“ 中 国 十 大 名
村”、
“ 安徽省历史文化名
村”、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
点等美誉。1978 年以前的
小岗村，
每年秋收后几乎家
家外出讨饭。1978年冬，
小
岗村 18 位农民以“托孤”的
方式，
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
书上按下鲜红手印，
实施了
“大包干”。1978 年末安徽
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
冒
着坐牢的危险，
实行联产承
包责任制。如今小岗村不
仅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也已
成为国内改革开放的热门
景区。记者在沈浩故居了
解到，
2004年成为安徽省财
政厅派驻小岗村的选派干
部沈浩，
也是安徽省凤阳县
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先后为村里修了公路、
为散
居的二十六户村民集中盖
了住宅楼并在村里成立了
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在小
岗村一住就是几年，
处处为
村里谋规划、办实事，大年
三十还泡在村里，
几年来一
直租住在村民家中。2006
年底，
沈浩在小岗村任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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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三峡大坝、神农溪、丰都鬼城、重庆市内游动飞五日游

2980元/人

黄一平（右一）和夏立（左二）等正在为纪念封加盖邮戳

黄一平向夏霖烈士的亲属们赠送纪念封和明信片

黄一平向大家讲述夏霖烈士的事迹

13 日上午 9 点不到，在无锡市
江南中学（原无锡市第七中学）附近
的邮政局里，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
惊奇地发现，一位男子正“铛！铛！
铛！”地在给一大沓明信片、纪念封
加盖邮戳，他正是我市史志办的退
休干部黄一平，同时也是一位革命
题材的集邮爱好者。
“今天是我们丹
阳的革命烈士夏霖牺牲九十周年纪
念日，
我特意制作了一批纪念封、
明
信片来这里盖邮戳，寄给我们一帮
集邮爱好者，也是以这种形式来纪
念夏霖烈士。”黄一平告诉记者，
1927 年，
时年 32 岁的夏霖烈士在无
锡南校场英勇牺牲，当时的南校场
就是原无锡市第七中学（现并入无
锡市江南中学）的操场，
“我来这里
找到最靠近学校的邮局，也算是在
夏霖烈士的牺牲地盖了邮戳，
下午，
我还要去丹阳河阳，在夏霖烈士陵
园最近的邮局再盖一次邮戳。
”
记者
看到，这些纪念封、明信片设计精
美，不仅有党旗、夏霖烈士的画像、
墓碑、
牺牲时悬挂头颅的城门等，
此
外，黄一平还邀请夏霖烈士的孙子
夏立在纪念封上分别写下了“惊天
地泣鬼神”和“革命理想大于天”的
字样。
“我的集邮朋友们都很期待，
认为这样的纪念活动很新颖，纪念
封和明信片也很有意义和收藏价
值。
”
黄一平说，
下午，
他还将把纪念
封和明信片赠送给夏霖烈士的亲属
们。
当天下午，记者跟随黄一平来
到位于我市河阳的夏霖烈士陵园，
一走进陵园，门口的对联让人印象

11月21日

特别推荐
11月17日/22日 夕阳红-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含接送） 2180元/人
11月20日 海南分界洲岛、大东海、天涯海角、夜游三亚湾休闲双飞六日游（陪同班，0自费） 20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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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市千禧花园白云街 4 幢 16 室（白云街实验小学原正门对面）

亲属们正在装饰整理陵园

深刻，
“争取革命胜利坚强不屈，献
身党的事业浩气长存。
”
这或许就是
对夏霖烈士最朴实的描述吧。陵园
并不大，周围种满了松柏，庄严肃
穆，
记者到来时，
夏霖烈士的孙子孙
女重孙女们正精心布置陵园，洁白
的帷幔已挂上围墙，洁白的菊花也
摆了一片。陵园中央就是夏霖烈士
的 墓 碑 ，上 刻“ 烈 士 夏 霖 同 志 之
墓”
。整理完毕后，
夏霖烈士的亲属
们默哀肃立良久，并手持洁白的菊
花，向烈士墓鞠躬致敬。
“今天是爷
爷牺牲九十周年纪念日，我们这些
小辈过来祭扫，
也是缅怀先烈，
铭记
历史，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
夏霖烈
士的孙子夏立说到。
“爷爷夏霖牺牲时32岁，
共有三
个儿子，
夏正、
夏则、
夏遗龙，
其中我
们的父亲夏遗龙最小，是遗腹子
……”
说起爷爷夏霖的经历事迹，
夏
立等孙子孙女们如数家珍，伴随着
他们的讲述，记者眼中的夏霖烈士
形象逐渐丰满鲜活了起来。他们告
诉记者，
夏霖 1895 年出生于当时的
丹阳县云阳镇，是文化层次较高的
知识分子，1919 年南京暨南大学毕
业后在丹阳县第二高等小学、正则
职业女子学校当教员，并在家中设
立 夜 校 ，供 清 寒 子 弟 免 费 学 习 。
1925年4月，
经恽代英、
侯绍裘、
刘重
民介绍，
夏霖同丹阳其他4位革命青
年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市
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历任中共丹
阳独立支部书记、中共江浙区委巡
视员、南汇县县长、中共奉（贤）、川
（沙）、
南（汇）、
浦（南）特别委员会主

席团成员、中共丹阳县委第一任书
记，奔走如皋、武进、无锡、苏州、及
上海周边多个县市指导发动农民运
动，
发展党的组织，
促进了这些地区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1927 年 11
月夏霖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巡
视员，到无锡领导农民暴动。同年
11 月 11 日，
夏霖在无锡城内诸家弄
召开紧急会议时不幸被捕。11月13
日下午 3 时，
夏霖等被绑赴南校场，
据当时《锡报》登载：
“夏霖、张子庭
态度最为从容，
时时高呼
‘共产主义
万岁！
‘
’共产党万岁！
’
等口号，
竟使
刽子手们惊骇。”随后，夏霖被国民
党反动派杀害，并将烈士首级悬于
无锡城门示众多日，直至被家人收
敛安葬。2009 年，夏霖烈士被评为
“5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江苏英雄模范人物”
。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以
前在家时常听家里长辈讲起太爷爷
的革命经历，每次参加太爷爷的祭
扫活动，重温这些故事、历程，我都
会有新的感触，历史不容忘记！”祭
扫活动结束后，夏霖烈士的重孙女
夏梦如是说。
（也平 佩玉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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