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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鼎、《淳化阁帖》碑板、
《富春山居图》都属国宝级文物重
器，在它们辗转迁徙的过程中，都
曾与丹阳产生过不解之缘，为世
人留下了一幕幕异彩纷呈的传奇
故事。

贺日献与“文王鼎”

明朝大臣李三才，字道甫，号
修吾，痴迷古玩书画收藏。在担
任淮阴节度使期间，他请朋友黄
正宾为他收集古玩名品。黄正
宾，安徽休宁人，号黄石。受李三
才委托后，他以一千三百金的价
格，从无锡的嵇少峰手中为李三
才购得文王鼎。后来，此鼎被写
入弹劾李三才的奏章里，从而使
宝鼎名闻天下。

明朝天启三年（1623），李三
才去世，他的儿子对古玩没兴趣，
把文王鼎视为常物，此鼎仍归黄
正宾收藏。接着，黄正宾又重金
收购了彛炉、雷纹觚和文王鼎合
称三绝，雄视当时的古玩收藏界。

弘光年间，黄正宾流寓到江
苏丹阳，居住在丹阳商人贺日献
家中，笈中所携，全都寄存在贺
家。贺日献与黄正宾交情深厚，
关系十分融洽，但他热衷于经
商，对古玩收藏兴趣并不大。黄
正宾靠做贸易起家，虽然官至尚
宝寺正卿（掌管御玺），但在计算
方面的精确和细致几乎无人可
及，众徽商将其推为领袖。贺日
献拥有丰厚的资产，开牙行经商，
做事勤勉踏实，两人性格非常相
合。得知黄正宾想在苏州开古玩
商店的设想后，贺日献拿出千金
资助他。

不料，黄正宾到苏州后不久
就去世了，贺日献前往苏州吊唁，
顺便想取回他投给黄正宾的资
金。黄正宾的小妾程姬起了贪
心，藏起钱财，分文不给，只愿意
以古玩相抵，因为在她眼里这些
玩意根本没什么用处。于是文王
鼎、彝炉、雷纹觚，全归贺日献所
有。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
有一年夏天，他在丹阳一义庄避
暑，因与贺日献家靠得很近，就经
常去走访，贺日献曾将文王鼎、彝
炉、雷纹觚这三件重器都拿出来

给他欣赏。他在文中如此描写这
三件东西：“鼎方而浅，四面飞戟，
足镂蜼文。觚则雷纹细花，翠色
欲滴，为周器无疑。彛则上下花
纹两瓣，乃汉器也。”

有一位名叫韩芹城的太史，
黄正宾在世时他就见过文王鼎，
爱慕至极，徘徊叹赏不已。文王
鼎到了贺日献手中后，他又多次
来求购，贺日献被他的诚意所感
动，正准备答应他时，韩芹城正好
被调往北方任职，因而中止。

在北方，韩芹城遇到按察副
使王仲和，知道他也爱收藏，就对
他竭力赞述此鼎，使王仲和心神
向往。不久，王仲和赴任金衢（今
浙江金华、衢州），路过丹阳时，打
听文王鼎下落，贺日献抱病杜门，
不肯见面，王仲和上任期限又急，
只得作罢。没过多久，贺日献病
故，王仲和得知后，让人代他上门
重金求购，于是，文王鼎、彝炉、雷
纹觚均归他所有。

孙育与宋代《淳化阁帖》
碑板

《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
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十
分珍贵。碑板由宋太宗命人刻于
宋淳化三年(992年)，故名《淳化
阁帖》。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
载，《淳化阁帖》碑板一直收藏在
皇宫内。明正德年间，丹阳七峰
山的孙育游于京师，由于他和内
臣萧敬关系很好，萧敬就带他进
皇宫游玩。

孙育，子思和，号七峰，丹阳
人，明末藏书家。这天，他跟随萧
敬来到一座小殿，见殿角有一堆
碑板，对书画古物十分在行的孙
育，一看是《淳化阁帖》碑板，不由
爱慕至极，久久徘徊不忍离去。
萧敬见状，说：“内庭万户千门，单
是西苑一隅，你一天也看不下来，
现在你却对着一堆朽木入迷，又
是为何？”孙育说，这可是宋刻《淳
化阁帖》啊！刻得太好了，外面的
那些各种拓本，无法和它比。萧
敬问，那你想要吗？我给你想办
法。孙育连说不敢。但萧敬把这
事放在心上了。

岁暮大雪，正德皇帝传旨扫
雪，萧敬对皇帝说，内廷有一堆废
木板，是否要清除掉？皇帝答应
了。萧敬随即将帖板送给孙育，
孙育大喜过望，以锦囊密贮携之
归里，藏于丹阳七峰山房。

当时，在书画界名声很大的
的文征明、祝枝山等人经常来丹
阳七峰山房作客，经他们鉴定后，
认为与宋拓《淳化阁帖》完全一
样，于是，前来七峰山求拓的人天
天盈门，一时吴中为之纸贵。大
学士杨一清是孙育的亲家，得知
此事后就告诫他，碑板出自皇宫，
外界的人纷纷前来拓传，如果一
旦有人去举报，祸就闯大了，我为
你的生命担忧。孙育太喜欢碑板
了，不忍付之一炬，就请人根据
原版，另刻了十块，以应付求拓
者，并将其命名为二号帖，宋刻
则称上号。

后来，因家僮夜里赌钱，不
慎弄出火灾，两本俱毁，流传人
间的拓本，也是吉光片羽，而上
号拓本尤为鉴赏家所重。之后
倭寇烧毁七峰山庄，传世拓本更
少。清人诸葛程《七峰古拓》诗
云：“七峰回抱古山斋，树密云间
锁不开。一自旧藏淳化帖，片帆
江上每飞来。”葛筠在《孟河行》
一诗中写道：“七峰山房淳化帖，
信阳高碣空嵯峨。”可见七峰山
房的淳化帖碑板名声之大。

孙育的侄子、也是嗣子的孙
桢，对淳化帖颇有研究。清人姚
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载：

“孙桢字仲墙，号石云，丹阳人。
收藏书画、古物最富,考据甚
精。”他聪颖好学，自经史艺文至
象纬堪舆之术，无不洞悉条理。
对于青铜器、书画，一看就知道
真假。著有《金石评考》《十七帖
释文》《诗稿》《西庄诗集》《烬余
录》《石云先生遗稿》等。在《烬
余录》中，他收集了七峰山房毁
于倭寇之手后，残存的一些残碑
断简，以及自己和其他亲历者关
于七峰山房遗存的回忆，其中就
有淳化帖。他还著有《淳化法帖
释文考异》一文。

张范我与《富春山居图》

张范我，字伯骏，号赤涵
（1614—？），丹阳导墅镇东泊村
人。明末清初著名书画收藏家。
父亲张捷，字前之，明万历四十一
年(1613)登科进士，官至吏部尚
书。明朝灭亡后，张捷于清顺治
二年（1645）在南京鸡鸣寺自缢身
亡。张范我酷爱收藏，钱不够时
甚至常常将田地和房屋典当了换
钱去收购字画。

黄公望是元代四大画家之

首，他的《富春山居图》是号称中
国十大名画之一的国宝，始作于
至正七年(1347)，一直到他临去
世前才画好。这幅作品不止是
笔墨间的创造，更是作者用全部
生命完成的。自无用上人收藏
后，两百多年中，又经沈周、范舜
举、谈思重、董其昌之手，到清
初，被宜兴吴之矩收藏，吴之矩
又将此画传给他三子吴洪裕（字
问卿），吴洪裕得手之后珍爱至
极。

清顺治七年(1650)，吴洪裕
临死之前，嘱咐家人将《富春山
居图》烧成灰，为他陪葬，使他在
九泉之下仍可持有此画。他的
侄子趁其临死前神智不太清楚，
眼神游移时，将画卷从火中抢
出。得知此事后，张范我随即来
到宜兴，用重金将《富春山居图》
残卷买回，收藏于丹阳家中。

两年后，清顺治九年(1652)
阴历五月的一天，古玩商人吴其
贞与一位官员朋友一起前往丹
阳张范我的府上，借观《富春山
居图》，直到斜阳已落至画卷上，
他犹不能释手。后来他在《书画
记》中记载了这次在丹阳借观
《富春山居图》的情景：“此卷，原
有六张纸，长三丈六尺。曩为藏
卷主人宜兴吴问卿病笃焚以殉，
其从侄子文，俟问卿目稍他顾，
将别卷从火中易出，已烧焦前段
四尺余矣。今将前烧焦一纸揭
下，仍五纸长三丈，为丹阳张范我
所得；乃冢宰亦因赤函先生（张
捷）长君也。聪悟通诸技艺，性率
真。好收古玩书画，无钱即典田
宅以为常。予于壬辰五月二十四
日，偕庄澹庵往谒借观，虽日西落
犹不忍释手。其图揭下烧焦纸尚

存尺五六寸，而山水一丘一壑之
景，全不似裁切者，今为予所得，
名为《剩山图》。”

焚后的《富春山居图》分为两
段，后半段被称为“无用师卷”，为
主要部分；前端为“剩山图”。“无
用师卷”从张范我处转入泰兴季
寓庸（字因是）之手，之后又经过
多次转手，至清乾隆十一年(1764
年)，被嗜爱书画的清高宗弘历收
进清宫内府。后被国民政府带去
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剩山图》成为吴其贞箧中之
物后，又转到扬州通判王廷宾等
人手中。1956年被浙江省文物
管理委员会征集，成为浙江省博
物馆镇馆之宝。

2011年 6月 1日，浙江省博
物馆收藏的《剩山图》与台北故宫
收藏的《无用师卷》在台北合璧展
出。至此，已经分离 360余年的
中国山水画“第一神品”《富春山
居图》再次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
前。

张范我还收藏过顾恺之的
《女史箴图》。吴其贞在《书画记》
中写道：“乙未（1655）四月六日舟
过丹阳于张范我家，观看《女史箴
图》。”此图后入清宫为乾隆皇帝
所收藏。英法联军之役流出清
宫，转入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

国宝在丹阳的传奇
石头

古邑钩沉古邑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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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溢真）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中秋小长假期间，丹
阳游客更倾向于在国内感
受传统佳节的文化氛围，
以赏月、团圆、错峰游等为
主题，旅游消费市场又进
入了高峰期。数据显示，
中秋出游中，“旅行中团
圆”为热门模式，家庭游占
比提升明显；错峰中长线
游受青睐，拼假人次增长
明显。

中秋出游热度、性
价比“双高”

记者从我市新世纪、
锦华、山水、中旅、东亚、文
旅等多家旅企了解到，为
避开暑期、“十一”人流高
峰，今年有更多丹阳人选
择中秋出行。数据显示，
中秋出游中，家庭游占比
较高；相比五一、端午等小
长假，中秋出游中两代、三
代同游人次占比提升约
18%。

丹阳新世纪旅行社负
责人王仙美分析，一方面，
中秋佳节团圆有赏月的传
统。即使在旅途中，人们
也希望能找个诗情画意的
地方坐下来吃月饼赏秋
月。另一方面，近年来国
内夜间游览项目不断丰
富，为人们的中秋之夜提
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

今年的中秋假期正好

处在暑假和国庆两大旅游
旺季之间，多数人的出游
热情不高，所以是难得的
旅游价格洼地，丹阳游客
在这个时段出游可以享受
到不错的性价比。“中秋小
长假正值旅游淡季，出游
价格将比暑假旺季便宜
20%~40%。”一家旅行社负
责人表示。不少游客也认
为，暑假期间已经全家出
游，再加上孩子刚刚开学，
中秋假期不会考虑出游。
至于中秋出境游方面，即
使是跨中秋假期的出游行
程，价格也还是淡季的价
格。东南亚游线路价格从
暑假末段开始“跳水”，9月
部分排期更是逼近全年最
低价。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
到，针对中秋出游，不少丹
阳游客安排在白天打卡主
题乐园、名山胜水、文化古
迹等，晚上更重视酒店住
宿的环境和品质。新世纪
旅行社调查表明，除了主
题酒店火热外，湖边、海
滨、乡村、山间等位置佳、
品质好的酒店、民宿，由于
便于家庭团聚赏月，预订
中人气相对更高。数据显
示，中秋节期间住宿需求
量较大的城市主要有北
京、上海、杭州、广州、南
京、西安、成都、武汉、天
津、厦门等。而中秋赏月
这一传统民俗使得中秋节
当天的夜游需求十分旺

盛，其中不少夜游项目深
受丹阳消费者喜爱。

中秋节期间，拼假
游正当时

今年的中秋假期比往
年更早到来，9月上旬，旅
游市场已经正式进入国庆
假期前的小淡季。一些可
以拼假出游的丹阳游客，
都选择利用中秋假期出
游，比起国庆再出游，价格
会便宜不少。据了解，从8
月下旬开始，热门旅游目
的地的机票、酒店价格逐
渐回落，旅行社亦提前放

“价”，吸引追求高性价比
出游的游客利用中秋出
游。

在中秋节期间，错峰
中长线游受青睐。新世纪
旅行社数据显示，“3+X”
拼假人次增长超过 30%，
越来越多的丹阳人选择调
休年假，将中秋3天假期拼
成 5~7天出游。“暑期是学
生出游高峰，‘十一’估计
人流更大。中秋虽然只有
3天假期，但调休也能拼个
7天。重点是人少，机场、
景区、吃饭都不用排长队，
玩的时间更多。”在城区某
单位工作的史先生说出了
不少上班族的心声。

在中长线游目的地方
面，数据显示，国内丽江、
厦门、敦煌、成都、桂林、三
亚等；境外日本、泰国、越
南、新加坡、土耳其、俄罗
斯等，都是中秋拼假游热
门。

数据还显示，秋游主
题线路是中秋假期期间最
受欢迎的长线产品，比较
热门的目的地主要以大西
北地区为主。

丹阳新世纪旅行社负
责人王仙美告诉记者，除
了人少、景色美、重视精神
满足外，价格便宜也是丹
阳游客中秋出行考虑的主

要原因。中秋节期间的多
数长线产品，价格相比暑
期降幅颇大，与9月淡季持
平，是一年中的价格洼
地。对丹阳游客来说，即
便是轻奢产品，也能节省
一笔不菲的支出。出游方
式上，80后、90后倾向于选
择自由行、精品小团、半自
助跟团等更自在的玩法。

多种因素使中秋
旅游目的地多样化

据了解，中秋拼假出
游的热门目的地集中在签
证便利的东南亚国家，如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缅
甸、菲律宾等是不少丹阳
人的共同选择，尤其是年
轻上班族更会青睐这些性
价比高的目的地。由于 9
月中旬并非东南亚的旅游
旺季，机票、酒店价格并未
出现太大涨幅，加上有不
少航空公司推出飞东南亚
目的地的优惠票价，因此
整体出游价格便宜。

在目的地选择上，数
据显示，中秋小长假期间
夜游热度最高的城市是北
京，重庆和广州紧随其
后。夜游船的火爆，让重
庆、广州、杭州等拥有江湖
类旅游资源的目的地城市
在中秋迎来出游高峰。今
年中秋节，不少目的地、度
假酒店也将举办丰富的中
秋主题民俗活动，增加节
日的沉浸式体验。如中秋
乘船赏月，更能欣赏到天
上和水中两轮明月的景
观。近年来，游船类产品
也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
一些游船项目还增加了当
地特色餐饮等服务。

此外，分析人士预计，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中秋
小长假期间预计将会出现
一波红色旅游热，井冈山、
中共一大会址等将是较为
热门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中秋假期，在旅途中团聚

十一旅游逛吃，城市美食最具体验价值
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员 国庆）近年来，旅
行爱好者热门出游地选择
从山川风景圣地，日渐向
现代旅游城市和城市美食
倾斜。那在即将到来的十
一国庆假期中，该怎么选
择呢？丹阳资深导游为大
家推荐了四大网红美食城
市，并重点盘点了其最有
代表性的美食。

“热辣美女”重庆
如果要用一种人物形

象形容重庆这座城市的
话，没有什么再比一个热
辣美女形象更适合的了，
毕竟大家想起这座山城最
先想到的肯定都是它驰名
全国的火锅。仅重庆的渝
中区就有火锅馆近3000家
之多，那么在众多火锅店
中，到底哪家才是最正宗
味道的重庆老火锅呢？当
然是凭借实力当选《舌尖
上的中国》中重庆老火锅
店的代表——渝味晓宇火
锅。去重庆无疑要吃到最
具有代表性的老火锅。

“火爆小妹”成都

成都号称是“一座来
了就走不脱的城市”，天府
之国的富饶和四川人特有
的悠闲气质一直以来让外
地游客神往。一张竹板
凳，一杯盖碗茶，一段怡然
自得的午后时光，成都有
着一线城市少有的慢节
奏。但成都却有着令人大
快朵颐酣畅淋漓的美食
——串串香，其中备受本
地人和外地游客青睐的则
是在成都串串界出名的钢
管厂五区小郡肝串串香
了,在坚守传统串串香形
式的同时，又有着菜式的
创新，既是老成都的集体
情怀，又深受潮人们的喜
爱。

“直爽汉子”西安
“十三朝古都”西安有

着粗犷豪迈的陕北民风，
形成了独特的西北美食风
味。在西安，馍是最能被
当地人接受的主食。而肉
夹馍则是馍的最经典吃
法，它是食物的绝妙组合：
羊肉泡馍、白吉馍和腊汁
肉。樊记腊汁肉夹馍更是

西安人的心头宝。创办于
1904年的樊记腊汁肉夹馍
是实打实的老字号了，去
西安的朋友一定不可以错
过。

“黄鹤少年”武汉
江城武汉位于长江、

汉江交汇地，独特地理位
置成就了武汉独特的饮食
文化，有着一股独特的江
湖气息，大雅又大俗，鲜香
微辣重盐重油。著名的

“周黑鸭”便是如此，不过
现在“周黑鸭”连锁店开遍
了全国，不必去到武汉也
能吃到。而导游给大家推

荐的则是需在武汉本地才
能吃到的美食——热干
面。如老字号小吃面馆蔡
林记的热干面，晶洁爽口，
味道鲜美，在首届中国面
条文化节上被评为“中国
十大面条”。

中国人讲吃，蕴含着
中华饮食文化的内在品
质，各地有着不同的民俗，
自然也有着不同的口味。
趁着十一黄金周去到不同
的城市品尝不同的味道，
感受美食的魅力，更是体
验旅行的愉悦。

图片《飞天鸟》是由丹阳新闻网网友、丹阳山水旅行
社游客林通华摄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景观区。

注：胡杨林景观区在达来呼布镇以东16公里处。胡
杨又名胡桐，蒙古语称陶来。额济纳旗现存胡杨林3万
公顷，已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视为活的植物化
石，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额济纳旗胡杨林区是世
界仅存三处之一。此外额济纳旗还有黑水城、塔王府、居
延海、怪树林、嘎顺扎德盖岩画等景观。

乐游
图秀图秀

自组线

北京一高一飞纯玩五日游 2180元/人 9.15/10.15
散拼特价线：

山西、宁夏、内蒙、甘肃四省大型纯玩旅游专列十日游 2180元/人起 9.15/10.9
哈尔滨、漠河、北极村、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草原、长白山、沈阳旅游专列12日游

2780元/人起 10.8
宁夏、内蒙、西宁、乌鲁木齐、吐鲁番、坎儿井、敦煌旅游专列12日游 2880元/人起 10.8
广西桂林、海南、兴隆、三亚空调旅游包列11日游1680元/人起 10.25
广州、珠海、港珠澳大桥、阳江海陵岛、桂林、阳朔、韶山、佛山黄飞鸿纪念馆空调品质旅游专列11
日游 3180元/人起 10.23/11.6/11.20/12.10
广州、珠海、港珠澳大桥、佛山、湛江、海口、兴隆、三亚、桂林、韶山空调品质专列 11 日游

2980元/人起 10.23/11.6/11.20/12.10
广州、中山、港珠澳大桥、珠海、桂林、阳朔、韶山、越南芒街、下龙湾、天堂岛空调品质专列11日

游 10.23/11.6/11.20/12.10
西宁、祁连大草原、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塔尔

寺双飞八日游 4180元/人 9.17
恩施大峡谷、桃花源、乌江画廊、龚滩古镇、女儿城五日游 1980元/人 9.12/19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袁家界、天子山、天门山森林公园、玻璃栈道纯玩双飞五日游

2490元/人 9.15/22
贵州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梵净山双飞六日游 2380元/人 9.17
台儿庄、曲阜、泰安、济南、东阿、聊城精品特价五日游 398元/人起 9.16/23
河南万仙山挂壁公路、郭亮村、云台山云溪谷、冰雕大世界四日游 328元/人 周四

日照、青岛三日游 598元/人 9.13/20
水墨黄村、大美黄山、徽州晒秋、蜀源三日游 228元/人起 9.20
日照、青岛三日游 598元/人 周五

普陀山祈福、绍兴鲁迅故里、溪口古镇三日游 899元/人 周五

黄山、蜀源、水墨黄村、徽州晒秋三日游 428元/人（60周岁以上立减100元/人） 9.10/17/20
水墨宏村、徽州晒秋、印象黄村二日游 198元/人 9.12/19
杭州西湖、乌镇、宋城、西溪湿地二日游 328元/人起 周四/六
临沂水韵龙园、智圣汤泉、船游萤火虫水洞、蝴蝶谷二日游 298元/人周三/六
西塘、乌镇二日游 358元/人起 周四/六
东台荷兰花海、黄海森林公园二日游 468元/人 9.21/25/27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东方明珠外景、科技馆、都市风光二日游 448元/人起 周二/四/六
芜湖方特梦幻王国、水世界、东方神话二日游 478元/人起 周二/四/六
芜湖马仁奇峰、飞龙玻璃桥、玻璃栈道一日游 158元/人起 天天

周庄一日游 148元/人 周六

无锡三国城、水浒城、太湖游船一日游 148元/人 周六

无锡鼋头渚、船游太湖仙岛一日游 158元/人 周六

无锡灵山大佛、五印坛城、梵宫祈福一日游 208元/人 周六

无锡拈花湾禅意小镇休闲一日游 158元/人 周六

东方盐湖城一日游 148元/人 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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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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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阳新世纪国际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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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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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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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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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沙坡头、高庙、黄河宫）/内蒙（通湖草原）/西宁（青海湖、塔尔寺）/乌鲁木齐（天山天池、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交河故城、坎儿井、火焰山）/敦煌（莫高窟、沙鸣山、月牙泉）旅
游专列12日游 2880元起

南京天生桥、胭脂河、郭兴庄园网红粉黛乱子草一日游 98元/人 9月13/14/15
牛首山祈福纯玩一日游 88元/人起 9月13/14/15
送闲趣和鸡蛋-跟着阿庆嫂游常熟之5A景区沙家浜一日游 118元/人 9月13/14/15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中秋一日游 128元/人（含餐，赠送米、油、鸡蛋）9月13/14/15
茅山道天下-东方盐湖城一日游 148元/人 9月13/14/15
中秋海宁盐官观潮、盐官古镇一日游 218元/人 9月13/14/15
邂逅夜色西塘、乌镇休闲二日游 358元/人 9月13/14/15
中秋海宁盐官观潮、盐官古镇、白天+夜游西塘二日游 368元/人 9月13/14/15
海天佛国-普陀山三日游 899元/人 9月13/14
厦门鼓浪屿双飞休闲四日游 1550元/人 9月天天发
贵阳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苗侗风情园双飞5/6日游 2480元/人9月天天发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双动六日游（自组班）3180元/人 9月19/21/24/28
北京一飞一高五日游（0自费0购物）2180元/人 9月天天发
桂林漓江、银子岩、古东瀑布、印象刘三姐双飞五日游 2180元/人 9月15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