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19日 星期三
编辑：溢真 组版：赵勤 校对：禾乃 12乐游天下

本报讯（记者 溢真）
临近年末，2018 年的年假
即将到期，令不少尚有年
假的上班一族扎堆休假，
从而使旅游市场迎来了一
波年底“年假游”小高峰。
进入 12月，到丹阳各大旅
行社报名咨询的市民中，
在职游客人数明显增加。
丹阳旅游业内人士表示，
按照惯例，每年 12月都是

“年假游”的黄金期，年末
旅游价格处于低位。

上班族拼年假淡
季出游

“再不抓紧，年假就浪
费了。”在城区一家旅行
社，正在挑选旅游线路的
赵女士告诉记者。“我今年
的年假还没有休，有 10天
假期，想去个远点儿的地
方玩玩儿，工作了一年，也
该犒劳一下自己。”据赵女
士介绍，趁着旅游淡季，她
准备用掉自己的年假，报
个长线游，主要是以放松
身心为主。记者了解到，

类似赵女士这样想法的人
不在少数。由于年底正值
旅游淡季，价格处于低位，
景区出游人流少，旅游性
价比高，不少上班族选择
在此时休年假出游。据锦
华旅行社负责人丁金霞介
绍，在年底出游热潮中，

“年假游”的上班族看重淡
季旅游价格不高的利好，
大多数游客选择将年假连
着双休日凑成小长假，行
程天数基本在 5 天左右。
年假较多的人则倾向长线
游，10 天左右的出境游是
他们的第一选择，包括自
由行、一地深度游等。

丁金霞认为，与其他
旅游产品相比，“年假游”
产品的行程更注重舒适度
和休闲性，以便于让游客
在旅途中释放压力、放松
心情。12 月，天气比较寒
冷，“避寒游”也深受“休假
一族”的喜爱，海南、广州、
厦门以及东南亚海岛游在

“年假游”市场最受欢迎。
据旅行社工作人员介

绍，不少气候温暖的地方

旅游接待资源较为成熟，
价格相对实惠，近几年已
成为“年假游”的明星产
品。记者了解到，锦华旅
行社推出的“12月 24日直
飞三亚全陪班、热门景点
一次游”、“海口双飞五日
游”等线路在此时最受休
假一族的青睐，一方面 12
月天气寒冷，好多人有避
寒的倾向，另一方面，这类
海岛游大都以休闲、放松
为主，非常适合忙碌了一
年的上班族。

圣诞临近拼假去
“扫货”

“近年来，圣诞节逐渐
在年轻人中兴起，尤其是
年轻夫妻、热恋情侣，很喜
欢在圣诞节期间感受异国
风情。”丁金霞告诉记者，
有很多来咨询圣诞线路
的。“每当节日到来，无论
是否有假期，都会刺激人
们的出游热情，加之很多
上班族有“清零”年假的习
惯，圣诞节就成为一个出

游小高潮。”
“圣诞旅游线路还是

很受市民欢迎的，每天都
有很多人到店咨询，报名
者也不少，圣诞节前后必
将掀起一个出游小高潮。”
旅行社人士介绍，进入 12
月份以后，圣诞线路的预
订大大增加，目前，旅行社
的很多线路早已成团，而
参与者大都为 25~40 岁的
上班族。“今年的平安夜、
圣诞节是周一、周二，很多
人选择在此时休年假，加
上周末，拼出一个自己的

‘小长假’在圣诞节出游。”

出游需提早预订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
2018 年进入尾声，外出旅
行最后的“低价期”即将结
束。丁金霞提醒，从往年
来看，元旦是淡季的一个
拐点。元旦之后，学生们
进入寒假，加上进入春节
出行高峰期，旅游市场将
变得火热，各种旅游产品
都会迎来不小的涨幅，抓

住最后的“低价”不失为不
错的出游选择。因此，临
近年末，不少旅游线路逐
渐迎来了报名的高峰期，
很多线路往往会供不应
求。丁金霞建议，想利用
年假进行出境长线游的游
客，更应该抓紧时间报
名。因为出境游涉及手续
比国内游多，再加上机位、
酒店的安排，还有自己做
功课、换外币的准备，耗时

不少，游客一定要提早预
订，以免打乱出游计划，或
错过最低价。

与此同时，酒店住宿
价格在现阶段也很划算。
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酒店
价格普遍有不小的下调，
相比旺季，优惠幅度大约
在 2成左右，元旦期间，各
地的酒店价格均将上涨。

“年假效应”催生年末旅游小高潮

2018年的最后一场
雪，仿佛蓄谋已久，却始
终未下，让人翘首以盼，
望眼欲穿！偏偏去安吉、
长兴等地游玩的驴友，发
来了在山里雪地玩耍的
场景，羡慕之余，不免蠢
蠢欲动，期待与山雪来一
场不期而遇的邂逅。

心动付诸行动只在
一瞬间，十个人，两辆车，
开启了这场转山探雪之
驴。丹阳华南实小至宜
兴太华镇，2小时的车程，
快速直达，一路天色阴

沉，貌似大雪将至，只是
到了宜兴境内，才见到了
零星雪迹。大家满心欢
喜，盼望在太华山有一场
雪景盛宴。

如愿以偿的惊喜让
人欢欣雀跃。从山脚起
步，沿着被积雪覆盖的石
阶，信步而上，苍翠的竹
林与皑皑的白雪相映成
趣，石缝间的长冰凌、松
枝上的雪绒花、民居顶的
白盖头，都在宣告，这里
已是冰天雪地的童话王
国，沿路高低错落地分布
着一座座小亭子，俨然也
成了驴友们休憩调整的
小驿站。

路边竹枝上的积雪，
随手一推或轻轻一摇，就
会雪花四溅，若不小心提
防，不经意间就会被同伴
的恶作剧捉弄，瞬间落下
千层雪，化身雪人的模
样。偶遇常州的一帮驴
友，童心未泯，打趣逗乐，
开心的笑声在山林间回
荡。

太华山有几十个山
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九
座，九峰禅寺屹立在海拔
548米的顶峰九峰亭下，
虽说是禅寺，其实规模很
小，不过名声却很大。据
佛家资料记载，九峰禅寺
是地藏菩萨最初的参禅
地，而九华山的化城寺则
是其最终修成正果之处，
故佛教界有“先有太华，
后有九华”之说。

古寺门前的银杏树
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树
龄，树身高大粗壮，虽然
树叶凋零，枝干却遒劲有
力，枝桠漫天伸展，在静
谧的山林里有种别样的
沧桑美感。据传，这棵古
银杏是孙权母亲吴国太
在孙权登基之年亲手种
植。银杏树上系满了红
丝带，寄托着驴友对亲人
的思念祝福和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憧憬。

站在高处，放眼远
眺，灰蒙蒙的天空下，古
树、竹林、亭台、寺院都被

白色笼罩，积雪填满了沟
壑，铺盖了山岭，枯枝竹
茎都长成了琼枝玉叶，到
处都是银装素裹的世
界。雪山之巅，两位女驴
友也是豪情满怀，以杖为
剑，指点江山，气吞山河，
谁与争锋。

由于大雪封山，出于
安全考虑，放弃了 15公
里的三洲山大环线，提前
从九峰禅寺折返下山，只
走了 6公里的太华山小
环线，虽说有些意犹未
尽，不过山下农家的草鸡
汤弥补了这种缺憾。

驴行途中，总是有太
多的不可预知，就像我们
每天出门，要路过很多的
十字路口，每一个方向都
会遇见不同的人，熟悉
的，陌生的，喜欢的，厌烦
的，你无法选择，不过每
一次遇见都有意义。期
待余生，在路上，能遇见
最好的山水，认识有趣
的人，找到更好的自己。

本报讯（记者 溢真）老李
是丹阳新世纪旅行社的新会
员，2018年 11月份参加了新
世纪旅行社的“张家界双飞 5
日纯玩游”，行程中李老师及
其他游客感受到新世纪旅行
社旅游线路的设计理念非常
人性化，既看到美丽的风景，
又充分考虑了他们的体力因
素。亚洲最长的索道和 12节
通天扶梯，峡谷斜拉玻璃桥等
项目，既让他们感受到了大自
然的震撼，也让他们节省了体
力。

在去天门山的路上，老李
突感身体不适，随行的医生立
即安排住院挂水并由一名导
游陪护老李，其余人员继续登
山。随后医生和那位导游饭
都没吃，就赶去医院看望病
人，了解病情后，为病人办理
了出院，继续行程，一路上每
半小时测体温吃药，一直到夜
里，待病情平稳后才回房间休
息。一路上看到他们如此辛

苦，大家都很感动，特别是老
李深受感动，多次拥抱致谢随
行的医生。人们常说，要让旅
行有家的感受，老李及其他游
客就感受到了。一路上，新世
纪旅行社的导游可谓处处关
心，上下车扶着老人，对老人
的关心无微不至，这些细节上
的服务，主要表现在点点滴滴
上，这份心意实在难得。

眼下已入冬了，新世纪旅
行社导游提醒：为防止冻伤，
旅途注意服装的保暖很重
要。最外层的衣服应有防风
性，可选呢绒、毛皮或皮革质
地的衣服；羽绒服保暖性很
好，是冬季旅游的首选服装；
内衣要柔软、吸湿、透气。要
尽量减少皮肤暴露部位，对易
生冻疮的部位，要经常活动或
按摩。此外，调整饮食是提高
肌体产热能力的有效方法。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都要
超过平常。

图片《夏宫花园》是由丹阳新闻网网友、丹阳山水旅行社游客马新生老师摄于俄罗斯。
注：夏宫位于圣彼得堡西南约30公里处，它面向芬兰湾，由美丽的喷泉、公园、宫殿组成，是很著名的圣

彼得堡旅游景点。大北方战争的取胜，使彼得大帝的野心得以极大满足，为了彰显俄罗斯作为名副其实的
“大国”的地位，需要建造一座与之相适应的宫殿——这就是夏宫，后经历代沙皇对它进一步雕琢、润饰，使
得它更加美丽、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遭到德国军队的破坏，后经修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遗产名录》。夏园免费开放，夏园中的夏宫(其实就是一栋两层建筑)一直在维修，近几年不会开放。

旅途突发情况
考验旅企服务能力

遇见太华山
嘉阳

游达人旅旅

乐游
图秀图秀

友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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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01822 18906109258*
线路精选：咨询QQ：879934406 19739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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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告

特别推荐:
12月28日/30日 海南分界洲岛、天涯海角、亚龙湾热带天堂公园、南山佛教文华苑双飞六日游

（陪同班，含接送）2380元/人
12月26日/29日 冰城哈尔滨、激情亚布力滑雪、中国雪乡、松花江冬捕双飞六日游 3380元/人

南京金陵秦淮河风光带、李香君故居风情一日游（特价） 88元/人 12月30日/31日
宜园、圌山温泉泡汤纯玩一日游 （特价） 138元/人 12月22日/30日
安吉观音堂滑雪、九龙峡、白茶谷、中南百草园二日游 338/398元/人 12月22日/30日
杭州西湖、乌镇、宋城、西溪湿地二日游 328元/人起 12月22日/30日
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野生动物园二日游 958元/人 12月30日/31日
九华山祈福二日游 198元/人 12月30日
黄山、九龙瀑二日游 520元/人 12月31日
桂林漓江、银子岩、古东瀑布、世外桃源休闲双飞四/五日游 1430/1550元/人 12月28日/30日
厦门鼓浪屿、高北土楼纯玩双飞四日游 1730元/人 12月26日/27日
北京飞高五日游（0自费，0购物） 1930元/人 12月30日/1月5日
贵阳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多彩贵州城双飞五日游 2080元/人 12月28日/30日
昆明、大理、丽江旅游新风尚双飞六日游（含接送） 2490元/人 12月25日/28日
西安兵马俑、华清池、陕西历史博物馆、古城墙、大雁塔双飞四日游 2680元/人 12月27日/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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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初,丹阳城内南桥河
沿，住着一位名叫潘雪艳的女
孩。她家境贫寒，父亲是丹阳城
内的一个小裁缝，所得仅聊以供
全家糊口而已。他生了两个女
儿，大女儿雪艳天生丽质，声色
俱佳，父亲就将其送去学戏，习
花衫。花衫是京剧中的一种唱、
念、做、打并重的旦行，雪艳入行
时，这种行当还刚开始风行。不
久小女儿学芳也被送去学戏，习
青衣。两人出师后，均演唱于先
施公司乐园大京班。起初一直
默默无闻，父亲又为他们请了名
师指导，果然演艺大进。尽管如
此，但演艺事业在先施公司仍然
没有什么进展。

此时，正逢天蟾舞台的台东
顾竹轩，自平津南下招聘名角，
在上海聘请了潘雪艳搭班演出，
当时很多人担心她不能胜任，谁
知试演了三天，卖座之佳，出人
意料。从此，潘雪艳跻身名伶之
列。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载：
“其时大世界大剧场有小女伶名
潘雪艳者，面貌娟秀，一无伶人
习气。”潘雪艳后又应爱美电影
社之聘，拍摄电影，主演过电影
《风尘三侠》《合浦珠还》等，成为
中国第一代女电影明星。

（二）

当时，中国烟草业的竞争非
常激烈。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支
香烟，于 1905 年从华侨简照南
创办的“南阳烟草公司”的车间
问世。然而，此时中国的烟草市
场上，已经被美国的烟草品牌

“品海”“老车”，还有中外合资北
洋烟草公司的产品霸占。简照
南打出广告：“中国人吸中国
烟”，生产了“双喜”“飞鹤”品牌，
站稳了市场。之后，全国各地许
多烟草公司成立，一场国产香烟
与洋烟、国产香烟与国产香烟之
间的竞争不可避免。

烟草业广告的阵地除了报
纸、街头广告牌和墙体，最大限
度地体现在产品的包装即烟标
上。由于烟草的消费者多为男
性，因此，许多烟草公司在香烟
牌子及烟标的设计上都打出了
美女牌。如“天女”“玉女”“红
妹”“美女”“三妹”“白小姐”“白
姑娘”“黑姑娘”“金姑娘”等等。
但那都是手绘的美女图，中国第
一个用真人肖像做商标图案的
烟标，是“美丽”牌。上面的美女
就是上海滩名演员吕月樵之女、
剧坛名伶吕美玉。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24
年，浙江镇海人戴耕莘的姨太太
手气旺，一次在跑马场买彩票，
竟然中了万元大奖，于是助夫君
投资实业。戴耕莘经营铁行后，
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其时，上
海华成烟草公司的陈楚湘邀他
加入华成，戴欣然全部购入当时
颇不景气的上海华成烟草公司
的股份，并在华成股东会成立
时，被董事会推选出任董事长。
接着，他增添设备，扩建厂房，把
新厂设在上海虹口狄思威路 11

号，不失时机地打破英美烟草公
司对北美烟叶的垄断，低价购入
很多优质原料。在着手再创新
的品牌时，处世精明的戴耕莘用
重金特邀了沪上著名画家谢之
光先生来为新产品设计包装。

这位大名鼎鼎的谢之光，素
以构思奇巧、出手神速在画坛称
雄。据说，他在受托的当天晚
上，喝足了酒，随手翻开了一份
画报，以画报上面的一帧名伶照
片为模特，把她画在了烟标图案
的正当中，四周饰以天蓝色的花
边，再用粉橙色打底儿。这么一
衬托，这张设计稿显得十分别致
高雅。谢之光一时兴起，便落墨
取名为“美丽”牌香烟。

这烟标上的人物就是当红
的名伶吕美玉。这是她主演时
装戏《失足恨》的一张戏装像。
她扮演戏中的女主人公尚宝琳，
因痴情失足，酿成终生遗恨。这
类事情在新式的学堂中屡屡发
生，颇具社会性，因此轰动一
时。不出两个月，印有吕美玉肖
像的广告、招贴、烟标、烟画一整
套广告全部制好。1925年 3月，

“美丽”牌香烟隆重登场，因为烟
丝好，价钱巧，又借着吕美玉的
人气，上市三天，抢售一空，产品
断档，全厂加班，日夜生产，依然
供不应求。

“美丽”牌香烟的成功上市，
也成就了名媛吕美玉在社会上
的身份和地位。她平时的装束、
穿戴、发型、仪态，也都成了“追
星族”们顶礼膜拜的摩登范本。
吕美玉对此颇为自豪。但其接
受过西方教育的丈夫魏荣廷认
为，华成烟草公司未经吕美玉同
意而滥用其肖像制作宣传品，是
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于是，吕
美玉一纸诉状将华成烟草公司
的法人代表告上了民事法厅，要
求华成烟草公司立即停止使用
其肖像，并要求赔偿巨额的名誉
损失费。这是我国近代商业史
上第一例关于“肖像使用权”的
侵权案例，在当年非常轰动。

华成烟草公司为了保住“美
丽”烟标，只好与吕美玉庭外和
解，吕美玉的条件是：除了私下
支付吕氏所要求的重金赔偿之
外，今后华成每生产一箱美丽牌
香烟，都要支付五角大洋的高额

肖像使用费。这笔使用费还要
按月结算。仅 1926 年至 1928
年，这三年华成就支付给吕美玉
大洋两万多元。所以，上海滩就
出现了“摩登吕美玉——名利双
收 ”的歇后语。吕美玉深感华
成颇有诚意，便特意拍了一些新
剧照供华成印制烟画选用。这
次官司又将美丽牌香烟的销售
量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三）

面对“美丽”牌香烟在市场上
的凌厉攻势，英美烟草公司真有
些招架不住。广告部于是策划了
一个方案，建议公司自己培养出
一名京剧红星，来充当新品牌的
形象大使，与“美丽”牌的吕美玉
一争高低。这个方案得到总部的
批准，经过多方物色，最终选中了
一位欲红未红，但颇有明星潜力
的京剧女伶——潘雪艳。

是时，沪上正流行演出带机
关布景、烟火彩头的连台本戏。
其中，最有号召力的是京剧泰斗
麒麟童（周信芳）麾下的演员阵
容，及其扮演的精彩剧目《封神
榜》《狸猫换太子》《西游记》《龙
凤帕》等，久演不衰，场场客满。
潘雪艳就是这个班底的一根顶
梁柱。她生得年轻漂亮，嗓音甜
美，在台上婀娜多姿、身手不凡，
极有人缘。但是，她在剧团中的
地位，一直处在女主演名伶琴雪
芳之下。戏迷们对她时不时地
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嘘叹！

英美烟草公司正是看中了
这一点，认为潘雪艳是“一颗明
珠土里埋”，现在托一把，将来一
定会大红大紫，把宝押在她的身
上，用她的肖像做广告，到时候，
公司一定会得到百倍的回报。
主意拿定，公司即派员与她进行
了多次的私下接触。公司的这
个计划也颇中潘雪艳下怀，双方
很快达成协议，潘雪艳授权英美
烟草公司可以使用自己的肖像
和剧照，用来设计烟标、烟画和
各种广告。英美烟草公司每月
私下里支付报酬若干，并从舆论
上鼎力支持潘雪艳的演出活动。

协议达成后，经过一系列紧
张的准备，英美烟草公司最终选
择在潘雪艳公演《龙凤帕》时，推

出了新产品——“华芳”牌香
烟。这种香烟从设计意图、色
彩、风格和包装外型，直逼“美
丽”，烟标正中间，设计的是潘雪
艳的便装肖像，烟包内还藏着一
枚枚潘雪艳身穿各色时装的倩
影。

英美烟草公司推出的以潘
雪艳便装肖像为烟标的香烟取
名“华芳”牌。比起华成烟草，他
们更显出创意：在每包烟里，还
装有一张身穿各类时装的潘雪
艳的卡片。当然，华成烟草立即
做出反应，“美丽”牌烟包里，也
出现了吕美玉的倩影。由于准
备充分，“华芳”牌香烟一经推
出，势头便直逼“美丽”牌。两家
烟草公司的竞争很快呈现白热
化。渐渐的，两家公司的竞争演
绎成了两位女明星的“对决”。

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商业利
益驱动下，印有潘雪艳肖像和便
装像的烟画、烟标、招贴、广告，
随着“华芳”香烟散发到大江南
北、城镇乡村。一时间，男女老
少不知孙中山、黎元洪的有之，
而不知潘雪艳和吕美玉的人却
少之又少。当年老《申报》副刊
上有首打油诗写得好：“潘吕吕
潘两相宜，皆为香烟做司仪。老
板赚得裤脚大，小姐赚来好名
气。不知有汉知潘吕，更晓华芳
和美丽。男女老少皆破钞，一枝
香烟醉不已。”

在激烈的香烟大战中，两位
女明星就这样唱起了对台戏。
两人的广告一度铺天盖地，凡有

“美丽”之处，必有“华芳”身影；
凡有吕美玉的巧笑，旁边必贴有
潘雪艳的秋波。

彼时的瘾君子，也出现了两
大派，一派是“吕党”，一派是“潘
党”。爱听吕美玉的，吸“美丽”
牌香烟，收藏吕美玉的烟画；爱
看潘雪艳的，吸“华芳”牌香烟，
收藏潘雪艳的倩影。“吕党”骂

“潘党”是“潘金莲的遗患”；“潘
党”则骂“吕党”是“妖后吕雉的
儿孙”。两党别见面，见面就打
架。据说，在豫园的一次烟草促
销大会上，“两党”主力碰了面，
双方拳脚相加，一顿大战之后，
折损了无数梨花，一时间，成了
特别轰动的社会新闻。

（四）

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
和郑逸梅的《艺林散叶续编》，都
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曾经当过
袁世凯的秘书、诗文和艺术俱精
的步章五，极爱看戏，也喜捧
角，很多女伶都拜他为义父。“时
大世界剧场，有潘雪艳者，妖冶
多姿，演艺又绝佳胜，步称赏
之”。步章五对潘雪艳十分欣
赏，便经常邀请他的好朋友朱古
微（孝臧）、况蕙风（周颐）、吴昌
硕前去观看捧场。况蕙风和朱
古微都是清末著名的词家，与王
鹏运、郑文焯并称词坛“清末四
大家”；吴昌硕则是我国清末书
画界的一代宗师。步章五发现
他们三人都对潘雪艳赞不绝口，
便提议潘雪艳同时拜他们三人
为义父，潘雪艳和朱、况、吴三人
一致同意，并设宴于况蕙风家
中，举行仪式。

当日况家宾朋满座，朱、况、
吴三人“欣乐高兴，一洗平日道
貌岸然之态矣”。吴昌硕在家
已预制七古一首，况蕙风在席上
撰联二副，一副交吴昌硕，一副
交朱古微，嘱分别书写，以作潘
雪艳的见面之礼。况蕙风又特
意提出，要求吴昌硕写行草，殊
不知吴昌硕很少写行草联，后来
写好送来的仍为篆书，况蕙风竟
大怒，认为吴昌硕违背其意，让
他失了面子，对朱古微说：“昌硕
倚老卖老，丢我脸，我与之从此
死不见面矣。”朱古微只当况蕙
风是一时气愤所言，不久就会忘
了，故一笑置之。孰料况蕙风从
此绝迹，再不去吴家。三年后，
吴昌硕去世，直到死，他都不知
道况蕙风已与他绝交。

潘雪艳非常重情义，诚如陈
巨来所言:“一无伶人习气。”她
把况蕙风当作亲生父亲一样对
待，况蕙风死后，她痛哭流涕，出
了一大笔丧葬的费用。出葬日，
她不顾众人的非议，身穿粗麻布
的孝服，随灵车而行。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潘
雪艳嫁与某富商，从此退出演艺
生涯，逐渐淡出。唯有一帧帧印
有她剧照和身姿的烟画，仍在烟
标收藏者的手中流转，重现着当
年的故事。

民国丹阳名伶潘雪艳和“华芳”牌香烟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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