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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排看起来很破旧的老
房子，与周边新房相比，显得是那
么老态龙钟。但很少有人知道，这
里曾是上海《解放日报》的重要源
头。1949年4~5月，中国人民解放
军新闻大队入驻此地，开始筹备
《解放日报》创刊工作，直到5月26
日才离开丹阳赴上海接管申报
馆。5月28日，《解放日报》创刊，
其发刊词《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就
是在丹阳期间创作的。今年恰逢
上海《解放日报》创刊70周年，2月
14日，《解放日报》派出一支采访队
伍专程来我市开发区荆林村，寻访
解放军新闻大队当年战斗过的旧
址，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群英会丹阳，解放军新闻大
队入驻荆村桥

时光回到70年前的春天，1949
年4月21日，随着毛泽东和朱德发
布的“解放全中国”的号令，人民解
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
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

灭。同日，丹阳宣告解放。4月24
日，按照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关于上
海、南京党报命名的批复，中共中
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
报命名为《解放日报》，并沿用毛泽
东题写的延安《解放日报》的报头。

渡江战役胜利后，丹阳成为我
军解放上海的指挥枢纽，由邓小
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
人组成的总前委来到丹阳，运筹帷
幄指挥了上海解放战役和接管工
作。在很短的时间内，丹阳会聚了
党政军等各界精英3万多人，其中
中共七届中央委员6人，候补委员
2人。其中，丹阳总前委、三野司令
部、华东财经委等机构入驻丹阳城
区，由华东局组建的新闻大队在位
于丹阳城北的荆村桥驻扎，由恽逸
群带队投入紧张的学习，熟悉党的
城市工作政策、新闻出版事业整顿
管理政策等。与此同时，刚刚完成
接管北平国民党新闻机构的著名
新闻人范长江、魏克明等一批新闻
干部也奉命南下，与恽逸群率领的
新闻大队在丹阳荆村桥会合，迅速
开展《解放日报》的组建及其创刊
工作。

范长江、恽逸群运筹帷幄《解
放日报》创刊

丹阳荆村桥，一个很不起眼的
江南村落，此时正孕育着一个“新
生儿”。新闻大队随解放大军南下
在此集中，确定了《解放日报》编辑
部组织机构和人员分工名单，成立
了编辑部、采访部和社会服务部。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筹备对上海申
报馆实行军管，新闻大队对申报馆
也做了详细调查研究和分析。

入夜，荆村桥村王家祠堂的窗
户透着微弱的煤油灯光，范长江、
恽逸群彻夜不眠，《解放日报》的办
报方针、内容、版式，包括组织构
架、人员安排，一一准备就绪。其
中，《解放日报》创刊号的发刊词
《庆祝大上海的解放》等内容就是
在这里起草完成的。

进城在即，范长江对每一项工
作和环节都亲自策划与仔细安
排。他对制版印刷环节提出了三
项任务：一是要求制作毛泽东书写
的延安“解放日报”锌板报头；二是
提前印刷解放日报的发行宣传广
告；三是刻印解放日报社印章和

“钤记”。他还特别关照前去接受

任务的同志：虽然决定接管申报
馆，但考虑到上海还未解放，为了
能在进城后第一时间出报，相应的
准备工作必须提前完成，一定要确
保上海解放后第一时间能让上海
人民看到党的报纸，了解党的路线
方针。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5
月26日，上海绝大部分地区宣告
解放。当天，范长江、恽逸群率领
新闻大队迅速出发，从丹阳乘火车
到达上海近郊南翔。那天，上海大
雨滂沱。地下党组织了一批公共
汽车前往接应。深夜，新闻大队宿
营位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课桌为
床，度过了进入大上海的第一夜。

5月27日，雨过天晴。大上海
已是一片欢腾的海洋，市民们纷纷
涌向街头，迎接解放军入城。上
午，载着新闻大队的车辆穿过喜庆
的人群，在汉口路309号大楼前停
下，原申报馆的工人、职员和先期
进入申报馆的中共地下党员，欢欣
鼓舞，迎接南下干部。上海军事管
制委员会特派员恽逸群向全体员
工宣布上海军管会命令：由南下新
闻大队接管申报馆，出版华东局暨
上海市委机关报，中央定名为《解
放日报》。恽逸群同时宣布，市文
管会文委会副主任范长江为《解放
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为
副社长、副总编辑。

经过紧张筹备，5月28日上午
八时，十万份《解放日报》创刊号印
刷出版。“上海解放啦！”“大家来看
《解放日报》！”清脆的报童卖报声
穿越着大上海大街小巷。10点不
到，陈毅市长的秘书朱青给解放日
报总编室来电，传达陈毅市长的表
扬：“同志们辛苦了！我们很高兴
在市政府看到《解放日报》了”。

追溯源头，《解放日报》多次
来丹寻“根”

时隔多年，《解放日报》在丹阳
筹备创刊的历史早已鲜为人知。
但当年在丹阳战斗过的新闻大队

老同志们不会忘记，《解放日报》社
也没有忘记。1998年 3月 31日，
《解放日报》部分老编委来到荆村
桥寻访故地，感慨万千。他们的到
来，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和
盛情接待。1999年5月，市政府将
荆村桥王氏宗祠作为解放日报社
旧址加以保护，并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

2017年9月27日，解放日报社
又派专人到荆村桥寻访当年新闻
大队进驻王氏宗祠的见证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和上海解
放70周年，也是《解放日报》创刊
70周年，解放日报社再次派出视觉
中心主任张陌为首的采访团队，前
来荆村桥自然村采访，为拍摄《解
放日报》创刊70周年纪录片做准
备。此行受到了荆林村党委书记
胡佳平和原荆村桥村书记王木锁
的热情接待。王木锁告诉记者，王
氏宗祠原有3进15间，当年新闻大
队入驻时，前厅为会议室、餐厅，中
厅为各科室办公室兼宿舍。当时，
以范长江为首的新闻战线同志们
在此晚上点煤油灯、睡地铺，用水、
洗衣服都要向老百姓借扁担、水桶
到老九曲河去挑水。虽然条件艰
苦，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对驻地老百姓秋毫无犯，给老
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

解放日报社原总编办主任盛
晓虹 2017 年曾来丹阳寻访过旧
址，他告诉记者，当年新闻大队的
党支部书记、《解放日报》首任编委
丁柯尚健在，如今已90多岁高龄，
对新闻大队在丹阳的这段经历记
忆犹新。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如
今的红色遗迹王氏宗祠早已破旧
不堪、面目全非，被临时用做厂
房。对此，无论是前来寻访的解放
日报社人士，还是当地群众，都很
希望未来能够修缮王氏宗祠，把70
年前那段载入史册的波澜壮阔岁
月，通过文物遗迹进行展示，发挥
其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让老
房子真正“活”起来。

古运河中的吕城双龙闸位
于老泰定桥西 200多米的大运河
中间。因大运河水流至该闸分
流南北两支，流过闸墩，犹如两
条游动的长龙，故称“双龙闸”。

当时的运河地形，正如明代
万历年间巡江御使林应训所说：

“盖江南漕河绵亘四百余里，北
高而南下，在苏州以至常州，则
地形最下，水得流通，虽遇旱年，
不至甚涸。自常州至京口（镇
江），地形高亢，河流易涸，虽奔
牛、吕城建有石闸二座，以时启
闭，蓄水以待运船·······”

唐代末期在吕城建造的石
闸为单通闸，如遇运河发大水，
河中咆哮的急流通过闸口更为
凶猛，给 200 米外的老泰定桥墩
带来险情。故北宋元祐四年
（1089）将原来的单通闸改为复式

闸。南宋庆元五年（1199）重修吕
城两闸。明代天顺六年（1462）深
浚运河时被毁。到清雍正年间，
就在石闸原址重建正、越两闸。
正闸在北，越闸在南，越闸底较
正闸浅。平时漕运船只都由正
闸经过。如遇河水干涸期，正闸
闸门关闭，所有船只都停泊在双
龙闸东西两面的岸边，等待丹阳
练湖泄水，等运河中达到一定的
水位时再启闸通舟，如几天后水
又干涸，再次闭闸，以此法解决
运河漕运之难。如遇雨季运河
发大水，水流冲至双龙闸被阻，
分成两支流，一支从南面越闸流
过，以减轻大水对古泰定桥的冲
击，达到护桥的目的。

对于古运河的作用，历史上
曾有过争论。明崇祯四年，巡按
御史饶京奏本“江南水利，以漕
河（运输）为先，而灌溉次之”。
结果“春夏雨水涨满·······即
向南奔注丹阳、延陵等县，良田
八九千顷尝被淹没；到了天旱，

则田苗无水灌溉。”
日月荏苒，到清代道光十五

年（1835）吕城双龙闸越闸渐渐湮
塞，正闸也倒坍。时任清代巡抚
的林则徐对运河实地考察，在向
皇上的奏本中，辩证地肯定了运
河的全面重要作用：运河之水

“只恃引江入河，以资浮送。而
江水本不宜过大，若运河灌输盈
满，于行舟故为顺利，而沿河田
地早已被淹。如水位低落，则利
于州田，又不利于漕运，两者相
较，因系农田为本，而运河则需
随时尽力，以图补救之方。”而补
救的方法就是修好吕城双龙
闸。林则徐来吕城实地勘察湮
塞的越闸和倒坍的正闸后，向朝
廷提出了改建的具体方案。奏
本中写道：双龙闸“嘉庆十二年
曾经估修，施又议缓。上年该闸
金刚墙渐坍到底。坍下之石，堵
至金门，重运经临几为所阻，经
丹阳县督率吕城巡检，集夫拾
捞，始得通舟。此时，勘估兴修，

实属刻不容缓。惟该河越闸，久
为瓦砾填壅，越闸石料剥损又
多，今既议兴修，仍须两闸并办，
不使偏废。先行挑浚越闸，赶修
越闸已于正月兴工，此时粮船正
在北闲行，仍令经由正闸。候越
闸修浚得以通舟，再将正闸接于
开砌。”

吕城双龙闸正、越两闸修
好后，控制了运河水位，解决
了漕运和农田灌溉之间的矛
盾，又给吕城增添了商机。清
道光廿四年（1844），高中进士
的吕城人黄之晋为双龙闸题
诗：“双龙睛活井泉香，听到金
钲船竞忙。客子休嫌过坝阻，
阻钱囊不阻诗囊。”诗后注解
为：“闸名双龙闸，南北两井俗
为龙睛。”“宋杨诚斋过吕城闸
有诗。”“明王辰玉有吕城阻坝
诗。”

该诗的大意是：吕城双龙闸
的河南、河北各有一口水井，犹
如龙的双眼。阻闸的船只听到

金钲开闸放水通行，都竞相争
流。阻在舟上的客子，请你不要
多嫌过坝阻行，虽然在此耽搁了
几天，上岸在吕城多用了一些
钱，但这阻舟的空闲时间里，正
是你诗兴大发，饮酒赋诗的大好
时机。因此宋代诗人杨万里和
明代诗人王衡在吕城双龙闸旁
阻舟时，留下了“过吕城闸六咏”
和“北上吕城阻坝别亲”的诗篇。

为了庆祝吕城双龙闸正、越
两闸修复完工，当时吕城形成了
每年定期在双龙闸墩上演放烟
火的习俗。有黄之晋诗为证：

“烽燧吴疆久不生，闸墩烟景幻
三更。升平妇女浑忘乐，热闹翻
夸炮打城。

光阴似箭，百年后的吕城，
双龙闸的越闸又已湮塞。解放
后 1958 年的第一次人工拓浚大
运河中，为借直运河航道，老泰
定桥被拆，双龙闸被挖，形成了
笔直的河道。

70年前，《解放日报》在丹阳筹备创刊
本报记者 殷显春 史惠铭

古邑古邑钩沉钩沉

古运河中的吕城双龙闸
姜洪斌

古镇古镇史话史话

荆林村老干部王木锁向《解放日报》采访人员介绍新闻大队入驻
王氏宗祠的历史 记者 殷显春 摄

王氏宗祠已被公布为丹阳市文
物保护单位

古荆村桥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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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项目花销集体“退烧”
节后错峰抄底游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溢真）
热闹的春节旅游高峰开始
归于平静。记者近日从丹
阳旅游市场获悉，从性价
比看，选择在春节黄金周
后出游更划算，因为这个
时间段，机票、酒店等价格
都在下降，因此很多旅游
线路的价格会出现“退
烧”。这段时间，不少丹阳
人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发
现，自己已经上班一个星
期了，有的亲朋好友却在
外面度假。他们既避开了
春节出游大军，又享受了
优惠的价格，叫人好生羡
慕。没错，只要你有足够
的时间或假期，这个时候
来一场“错峰抄底游”，绝
对划算。

错峰游降幅大，
三人行省出“苹果钱”

“正月初七之后至 2

月底，机票价格平均降幅
达20%左右。有出行计划
的游客尽早预订，可享‘早
订早优惠’的实惠价格。”
我市一位旅行社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按照惯例，春节
假期过后至清明小长假之
前是传统的旅游淡季，旅
游产品价格大幅下降，错
峰出游成为不少讲究旅游
舒适度和性价比的丹阳消
费者的新选择。

城区的赵女士这几天
和丈夫带着小女儿跟团去
日本 5日游了，“我们俩退
休了有的是时间，小女儿
还小，正好去玩一趟。”赵
女士告诉记者，“和过年那
几天的价格相比，三个人
的团费差不多省出了一个
苹果手机的钱。”不少人都
像赵女士一家一样，选在
这几天出去旅游，尤其是
退休的老人和孩子。“由于
今年春节到 4月旅游旺季

有一段过渡时间，使得更
多消费者愿意选择错峰
游。相较于春节旺季，出
境跟团游的价格降幅普遍
都在 20%~30%。”我市一
家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
示，正月十五元宵节后至
2月底为节后出游价格谷
底阶段。记者从丹阳多家
旅行社了解到，除了东南
亚等传统热门目的地依旧
是错峰游用户的最爱，欧
洲逐渐成为中国游客节后
出境错峰游的“新宠”。

大学生旅游时机
正好

上班族差不多都上班
了，中小学生们的寒假已
经结束，当下正是不少丹
阳大学生出游的一个高
峰，也是大学生寒假里出
游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时
段。丹阳锦华旅行社的数

据显示，在整体产品品质
和出游服务不下降的同
时，出境游方面，价格明显
下降。国内游方面同样如
此，北京、云南、新疆、海南
等热门目的地的部分旅游
线路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
下滑，有的跌幅超过了
50%。据了解，虽然春节
黄金周后有大量人员返
工、上班，但丹阳游客选择
错峰出游的量也在增加，
有些热门目的地的游客数
量甚至并不比春节期间
少，市场的热度还将延
续。丹阳锦华旅行社提供
的数据监测，国内游方面，

“95后”旅游的比例最高，
其次为老年人出游，这两
部分人群成为了错峰出游
的主力。除了出游成本大
大降低，隔代出游也占了
相当比例。

春天踏青赏花游
预订渐热

虽然还没有到春暖花
开的季节，但不少丹阳人
已将开始为自己安排 3、4
月的踏青游。据了解，随
着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3
月踏青赏花游是很多游客
的首选。目前，3 月份以
赏油菜花为主题的特色游
预订升温，赏花胜地集中
在江西婺源、江苏兴化、浙
江开化、广西阳朔以及云
南罗平等地。丹阳锦华旅
行社监测数据显示，赏花
游 产 品 预 订 同 比 增 长
50%。

乐游
图秀图秀

图片《三峡人家》是由丹阳中国旅行社负责人、丹阳
新闻网网友、“文青行者”顾俊叶摄于长江三峡。

注：那天离船上岸，结束了长江的游览，进入湖北宜
昌，三峡大坝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工程是我必去的景点，
因到过三次，实在是懒得拍照，无心浏览，勿勿略过。到
是很期待下午的景点，原生态的“三峡人家”，三峡人家
有一条峡谷——龙进溪，自然风光秀丽，水清澈见底，像
玻璃水一般，乌蓬船仿佛漂浮在空中。龙井溪的美不在
眼里，而是在心里有一幅动人的画卷。

本报讯（记者 溢真）严
寒刚过，春天将至。在这美
丽的 2月里，丹阳山水、中
旅、新世纪、锦华、东亚、文
旅等各大旅行社推荐了一
批“醉美”的、最适合出行的
十大旅行地供丹阳游人选
择，一起来看看吧。

福建·龙岩 福建在人
印象中就是厦门、霞浦比较
出名，但最近有个地方成为
新晋网红打卡地。它就是
福建本地人私藏的后花园、
风景如画的“大陆阿里
山”——龙岩永福樱花园。
这里有 10多万株樱花，42
个品种，樱花数量为“中国
各地樱花园之最”。42个
樱花品种从 1月份就开始
次第开放，一直持续到 3
月。10万株樱花盛开在 5
万亩的茶园内，被誉为“中
国最美樱花圣地”。

河北·暖泉古镇 每到
春节，蔚县大街小巷每家门
前都高高挂起大红灯笼，崭
新的春联和各色挂饰把县
城装扮得喜气满满。而这
里最特别的习俗，当数古老
节日社火——“打树花”，这
个已有 300余年历史的习
俗，每一年都会惊艳八方。

云南·元阳梯田 元阳
梯田面积大、壮观、线条美、
立体感强，是一代代哈尼族
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
借上帝之手才能勾勒的线
条。2月春节前后常有云
海奇观，待到元宵节，梯田
里的野樱花、野木棉花、野
桃花和棠梨花盛开，姹紫嫣
红，映在水中，煞是好看！

吉林·雾凇岛 2月的
东北依旧寒冷，却是拍出白
雪美景的最好时机！到吉
林观赏雾凇的最佳季节是
每年的12月下旬~2月底，
最理想的雾凇拍摄时间大
约在上午 10:00-11:30 之
间。

黑龙江·哈尔滨 2月
的冰城哈尔滨，正是冰灯节
的时候。哈尔滨将以最美
的冰雪盛装迎接国内外游
客，各种冰雕展览、冰上乐
园、冰雪演出琳琅满目。

广西·北海涠洲岛 涠
洲岛曾经入选《国家地理杂
志》中国十大最美丽海岛。
2月是淡季所以岛上游客
罕至，最适合拍摄，女孩子
记得准备颜色鲜艳的裙
子。2月伊始这里便已春
暖花开，涠洲岛的主要景点

之间距离不远，租一辆小电
动是最佳的交通方式，既可
以灵活掌握行程节奏，又可
以尽情享受路途风光。

浙江·杭州超山 眼下，
超山的梅花尚在探梅期，春
节期间将进入最佳观赏
期。超山梅花向来因“古、
奇、广”三绝而广为人知。
超山有着世上难得一见的

“六瓣梅”，非常珍贵稀奇
哦！

福建·厦门 厦门的冬
天，和风依旧，繁花盛开。
三角梅是厦门的市花，一共
有16种颜色！每到隆冬腊
月，在路边、公园和许多绿
树成荫的地方，盛开着的三

角梅就像江南阳春三月满
山遍野的花儿那样，遍地欲
燃，绚烂如霞。此时此地，
不是春光，胜似春光。

海南·西岛 西岛是世
界公认的潜水胜地之一，这
里不像亚龙湾那样火热，海
水是清清的，天空是蓝蓝
的，沙滩也依旧很细柔。

江西·婺源 婺源，单这
名字就充满诗情画意。它
是一颗被镶嵌在皖、浙、赣
交界处的明珠。罗平油菜
花之后，春光明媚，此时的
婺源有油菜花香，有斜风细
雨，有绿树红杏，有小桥流
水，有粉砖黛瓦……

旅企推荐2月最适合国内游的
10个旅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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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109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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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16日 北京一飞一高五日游（0自费0购物，陪同班） 1970元/人
3月12日 桂林大漓江、银子岩、古东瀑布、象鼻山、刘三姐大观园双飞五日游
（0自费0购物，陪同班）2599元/人

句容赏梅、得撒豆腐村、草莓采摘亲子一日游（自组班，整团天天发） 78元/人 2月23日/3月2日
浙江长兴赏花农家乐纯玩休闲二日游（自组班，整团天天发） 398元/人 2月23日/3月2日
海南蜈支洲岛、南山佛教文化苑、天涯海角双飞纯玩六日游（陪同班） 2680元/人 3月6日/12日
武汉、荆州古城、长江三峡、神农架、重庆双动六日游（陪同班） 2780元/人 3月18日
无锡拈花湾休闲一日游 98元/人 3月8日/9日
太湖林屋洞赏梅品莓休闲一日游 128元/人 2月23日/24日
乌镇、杭州西湖、西溪湿地、宋城二日游 328元/人起 2月23日/3月7日
大美黄山、新安江、灵山花海三日游 398元/人 3月8日/15日
贵阳黄果树瀑布、天星桥、西江千户苗寨、荔波大小七孔双飞六日游 1480元/人 3月7日/14日
厦门鼓浪屿、环岛路、南普陀纯玩双飞四日游 1680元/人 2月26日/3月2日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六日游 2990元/人 2月26日/3月2日
荆州古城、凤凰古城、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门洞玻璃栈道、金鞭溪、黄龙洞双动五日游 1580元/人 3月7日
西安兵马俑、华清宫、黄帝陵、轩辕庙、壶口瀑布、大雁塔、钟鼓楼广场、回民街双卧纯玩六日游 1980元/人 3月7日/21日

丹阳中国旅行社
热线电话：86900788 86900789

1.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具体报价以报名时为准！
2.代办赴各国签证业务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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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证号：L-JS-11014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江苏省诚信旅游示范单位
广告周边短途线路：

1.芜湖马仁奇峰一日游 2月23日 成人148元起
2.太湖林屋洞新春赏梅品莓一日游（20-70周岁）2月23日/24日成
人128元
3.草莓采摘、隆力奇小镇、苏州香雪海赏梅一日游（20-70周岁）2
月23日成人118元
4.淹城野生动物园一日游3月9日 成人98元
5.常州嬉戏谷/龙凤谷一日游 成人女性188元起 3月9日
6.常州恐龙园一日游 成人女性188元起 3月9日
7.无锡灵山大佛/拈花湾一日游 3月10日 成人198元
8.南京牛首山一日游 3 月 2 日/9 日/10 日/12 日/14 日/16 日/17
日 成人99元
夕阳红线路：
1.长江三峡全景包船+武汉+宜昌+重庆动去卧回纯玩8日游
3月8日/20日 ，4月7日/19日 成人980元起
2.长江三峡 武汉 神农架 宜昌 重庆 7日游 3月 7日 /4月 26日
成人1680元起
3. 世界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上桥观光+船游夜景）香港大屿山
天坛大佛祈福 广州 深圳 珠海空调旅游包列纯玩无购物8日游
3月12日/22日，4月17日/27日 成人1980元起
4.港珠澳大桥、香港、澳门、深圳、珠海、广州、阳江、海陵岛、见证之
旅纯玩空调旅游包列 8日游 3月 16日/26日，4月 8日/18日成人
2280元起
5. 港珠澳大桥 香港 澳门 广深珠 桂林 阳朔 韶山正班空调快
速火车10日游 3月/4月/5月每月10日/20日成人1980元起
6.走遍海南+广州深圳珠海空调快速旅游包列 11日 3月 22日/4
月12日 成人3280元起
7. A线：昆明大理丽江+贵州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12日游 4月17
日/5月9日 成人2380元起
B线：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贵州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 12日
游 4月17日/5月9日 成人2980元起
8.走遍贵州全景12日游 4月17日/5月9日 成人3080元起
9.湖北荆州·湖南张家界天子山 玻璃桥 凤凰古城·贵州梵净山
亚木沟 侗寨双动7日
4月19日 /5月12日 成人2680元起
10.（陕西+山西）10日游 4月16日成人2880元起
更多夕阳红线路，详询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