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19年6月17日

悦
游·

综合新闻部电话：025-83279175

责任编辑/鲍晶 版面编辑/艾 臻 校对/刘 涛

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结合在全党
范围内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
习教育活动，发布江苏省庆祝新中国成
立七十周年学习体验线路。这三条线
路分别是：“七十年峥嵘岁月 六百里水
韵康庄”、“红色经典传薪火 古城运河
展新姿”、“揽沿海生态风光 看改革开
放新篇章”。

江苏是红色资源大省。现有革命
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1710处，拥有省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6家，其中革命
历史类基地82家，列入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名录的14家，列入全国爱
国主义示范基地的21家，列入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的20家。让我们一起
去感受这三条线路的风采。

线路一：七十年峥嵘岁月，六百里
水韵康庄

滔滔扬子江水孕育了江苏独特的
人文风情，成就了“水韵江苏”特质。沿
着扬子江，我们可以看到70年来江苏
城市发展的缩影。

在高等教育集聚区南京仙林大学
城，领略中国教育发展进程；在新街口、
河西CBD、金鸡湖感受扬子江沿线的
经济高速发展；走进华西村，学习研究
乡镇企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之路。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扬子江一带始
终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光大环
保能源建设，使长江两岸的沃土逐渐成
为江苏发展的核心区域。古今融合、日
新月异，老城区的保护与开发，让人一
眼看千年。太湖风光、江南古镇园林、

高科技乐园、博物馆，绘就了六百里水
韵康庄画面。

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是中国共产
党代表团办事处旧址（梅园新村）所在
地，纪念馆以原址原貌陈列为主，由中
共代表团办事处旧址、国共南京谈判史
料陈列馆、周恩来铜像、周恩来图书馆
等组成。

作为中国唯一一座有关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的专史陈列馆及国家公祭
日主办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选址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
地（江东门丛葬地）。

位于溧阳市前马镇水西村的新四军
江南指挥部旧址，在中国革命史和军事
史上均有着重要地位。现为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常
州三杰”之二的瞿秋白故居、张太雷旧居，
也分别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贺甲战斗被称为“延陵大捷”，位于
镇江丹阳市的贺甲战斗旧址暨烈士墓
纪念碑亭已被列为省保单位。

线路二：红色经典传薪火 古城运
河展新姿

从扬子江到大运河，2500多年的
岁月中，繁荣的水运交通承载着江苏源
远流长的历史。

走进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园林，回
顾当年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在周恩
来故居、周恩来纪念馆，学习周恩来精
神，书写新时代的华章，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不断奋勇前行。

开拓奋进，永不懈怠。潘安湖百年

矿区经过绿色变迁，化身为美丽生态湿
地公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将民俗和自然风景相
结合，打造了一张张“绿色名片”。

淮河之上，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枢
纽——水上立交令人叹为观止。从空
中俯瞰，河道纵横，绿地如茵，奔流的淮
河与京杭大运河交错奔流，震撼人心。

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溱湖湿地公
园、河下古镇、瘦西湖、东关街，沿线丰
富的人文自然景观，在江苏境内串联出
一条精妙绝伦的风光长廊。

淮安市周恩来故居是周恩来同志
诞生地，为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
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与位
于淮安市北门外桃花垠的周恩来纪念
馆一起，每年吸引无数海内外游客前来
瞻仰伟人的风采。同为国家级文保单
位的还有苏皖边区政府旧址，它记录了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重要历
史。1945 年 11 月成立的苏皖边区政
府，是新四军在苏中、苏北、淮南、淮北
四大解放区创建的唯一民主联合政府。

泰州白马庙是人民海军的诞生
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
馆包含“人民海军诞生地旧址”和新馆
两部分。纪念馆的展品记录了人民海
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成长道路。黄
桥镇是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指挥著名的黄桥战役之地，至今仍
保留着不少革命历史遗迹遗址。

淮海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
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
徐州的淮海战役碾庄战斗革命烈士纪
念碑、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等均被列入
江苏省级文保单位。

线路三：揽沿海生态风光 看改革
开放新篇章

站在大运河边向东望去，一条具有

海滨休闲度假特色的沿海生态旅游带
映入眼帘。连云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批沿海开放港口城
市之一，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不断前
行，成为举世瞩目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桥
头堡。

登临如诗如画的海上云台山，俯瞰
东方大港，感受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新
风貌。

走进千年濠河环抱的古城，寻访南
通紫罗兰家纺。纺织之乡的魅力，尽在
眼前。

在沿海滩涂上，丹顶鹤和麋鹿两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熠熠生辉。滩涂延
绵、鹤舞鹿鸣、绿色湿地，这片“东方湿
地之都、仙鹤神鹿世界”，绘就出自然生
态的美丽新篇章。

盐城是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
基因。位于盐城市区建军西路的新四
军重建军部旧址，与建军中路的新四军
重建军部纪念塔、建军东路的新四军纪
念馆遥相呼应，是新四军于“皖南事变”
后浴火重生的起点。盐阜区抗日阵亡
将士纪念塔、抗大五分校旧址等都是那
段战火纷飞抗战岁月的见证。

苏中战役的七战七捷被载入史
册。位于南通海安市城中心的苏中七
战七捷纪念碑记录着战争史上这件以
少胜多的奇迹。苏北第一届参政会会
址、苏北抗大九分校旧址、高凤英烈士
墓、新四军联抗部队烈士墓也均入选江
苏省级文保单位。

抗日山烈士陵园位于连云港市赣
榆县西北部的马鞍山，是我国第一座也
是唯一一座以抗日命名的抗日烈士陵
园。在“云台山抗日石刻群”的保护名
录中，仍保存着不少当年中国抗战守军
留下的石刻，见证着连云港保卫战的悲
壮历史。 鲍晶

三条体验线路感受三条体验线路感受 七十年“水韵江苏”

这个好消息对于正在计划避暑之旅的你一定不能错
过。从 6 月 15 日至 9 月 22 日，贵州以外的全国各地游
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享受贵州省各收费旅游景区门票
挂牌价五折优惠（不包括温泉景区门票和景区内特许经营
性项目）；贵州以外的全国其他省（区、市）7 座及以下小型
客车在贵州境内高速公路行驶实施五折通行优惠。

贵州平均温度只有23℃，不仅气候宜人，更有丰富的
旅游资源。夏游贵州玩什么？这张“避暑地图”先了解下。

到贵州，玩漂流
南江大峡谷：峡谷风光美不胜收，漂流分激情和休闲

两种漂法，全家老小都适合。
桃源河：10公里的漂程激情不断，节奏颇快，但十分

安全。漂流结束后，还有水上乐园可以让你玩个尽兴。
蛤蚌河：蛤蚌河水质清澈纯净，水流缓、急、回旋交织，

漂流极富乐趣。急时如冲浪弄潮，有惊无险；缓时则飘飘
荡荡，小艇悠悠，心亦悠悠。

到贵州，玩登山
梵净山：梵净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总面积567平方公

里，是地球同纬度上原始植被保存最完好的唯一一颗“绿
色明珠”，有森林树种405种、陆栖脊椎动物300种、两栖
动物34种、鸟类169种。

韭菜坪：主峰海拔2900.6米，是贵州最高峰，素有“贵
州屋脊”之称。韭菜坪是不少“好摄之徒”心中拍摄大片的
绝佳目的地。在山巅，除了万亩草地，还有杜鹃花、刺叶
栎、箭竹、韭菜花等植物，每到季节，漫山遍野的花海蔚为
壮观。

到贵州，玩露营
云顶草原：贵阳花溪高坡云顶草原是贵阳海拔最高的

地方，在“坡顶”最美的就是一眼望去的山峰，还有时不时
出现的牛羊。这里是远近闻名的露营胜地。

荔波茂兰：荔波茂兰生态汽车营地有帐篷营位区、自驾
车营位区、房车营位区、帐篷小屋区、休闲活动区，还有接待中心、商
务中心、淋浴盥洗、公共厨房、停车场等完善的配套设施。露营地身
在原始森林之中，生态极好。

六盘水野鸡坪：这里是“九霄云外”山地户外运动基地，海拔约
2000米，空气清幽，山野间是漫山遍野的鲜花。在这里露营，除了
可以欣赏高山风光外，还可以骑马，住房车。

到贵州，玩古镇
丙安：丙安古镇的原始生态环境完整，周边森林覆盖，建于赤水

河畔陡峭的危岩之上，背靠青山，三面环水。木质吊脚楼与山水相
依的风景，就如一幅幽静的世外风景。这里还是1935年红军四渡
赤水时红一军团第二师和师团部扎营所在之地。

天龙屯堡：这里是明初时期，朱元璋调北镇南在这里大量屯兵
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处处可见当年为了军事防御所建的独具特色
建筑。这里的汉族人身穿大襟宽袖、蓝色长袍，诉说着屯堡百姓几
百年如一的生活方式。

镇远：镇远县位于贵州东部，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地
图上看，东邻的湖南湘西中部有一凸出部分，恰像一个楔子，插入贵
州东部凹处。镇远县就处在这个凸凹接合部上。

到贵州，玩村寨
云舍古寨：梵净山脚下，是“中国土家第一村”云舍。云舍古寨

与凡俗世界永葆合适的界距，永葆那份云之外、天之涯仙乡古寨的
古朴、纯洁与超然、散淡。

纳灰村：万峰林脚下的布依族纳灰村，民风古朴、垂柳依依、古
榕怀抱，一座座石桥横跨在纳灰河上，使峰林、古寨、古榕、古桥、八
卦田、日月田、马蹄田和淳朴的民风形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天然山
水长卷。

江家湾：走进威宁江家湾，这个与县城近在咫尺的小渔村，怀抱
草海，闲坐于廊葶小憩，看百鸟齐飞，漫步观海栈道、花海垛田，色彩
斑斓的薰衣草、格桑花与草海交相辉映。

到贵州，玩溶洞
龙宫：洞内温度只有15~20℃，再配上“低辐射”、“高负氧离子”

等健康因子，使龙宫成为一处纳凉养生的疗养胜地。
织金洞：“黄山归来不看岳，织金洞外无洞天，琅嫘胜地瑶池景，

如信天宫在人间。”毕节地区有着织金洞、百里杜鹃、草海等众多的
“国字号”风景名胜区。

绥阳双河溶洞：这里水洞、旱洞并存，洞内常年温度恒定在
13℃~15℃之间，洞中还发现了已钙化的古人类足迹化石，这真是
一个千古奇谜。

神龙洞：黄果树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之
一，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溶洞群，神龙洞是黄果树溶洞群中最为
典型的、最奇特、最具有欣赏价值的溶洞。 贵吕

如果说一生要去两次新疆，那么
一次是在金秋，另一次便是在夏季。

6月，新疆天山的雪开始融化，
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一幅幅绝
美的画卷。辽阔的草原上骏马奔
腾，牧民挥杆套马英姿飒爽，赛里木
湖畔花开成海，天山雪莲带来初夏
的清凉，那拉提草原绽放出最鲜嫩
的绿意。此时的新疆花开正好，在
草原上吹着风，哪怕什么事都不做，
也十分惬意。

一起去新疆看花海涌动。新疆
夏季日照时间最为漫长，天山红花、
薰衣草、油菜花、紫苏花和各色野花，
纷纷盛开，让你目不暇接。

一起去新疆策马奔驰在草原。
绿草茵茵、鲜花遍野的喀拉峻草原，
传说中太阳的9个倒影——巴音布
鲁克，鲜花点缀、绒布般质感的那拉
提草原……6月的草原，于雪山之
下，线条优美，与世隔绝的草原村落，
一切美的不似人间。

一起去新疆看大自然的斑斓色
彩。看世外桃源禾木，看北风卷砂的

“中世纪古堡”乌尔禾魔鬼城，看色彩
斑斓的风蚀地五彩滩，看天堂的调色
板喀纳斯。

一起去新疆品尝舌尖上的美
食。香料地道正宗，肉质新鲜的烤羊
肉串；味美价廉，香甜诱人的新疆瓜
果；口味鲜辣，吃起来酣畅淋漓的大
盘鸡；或脆或软，味香适口的烤馕。

五彩新疆！壮丽新疆！最美新
疆！新疆是一个去了会上瘾的地方，
无论去了多少次，总还想再去一次。

旅悦悦

去年，江苏高速上的芳茂山服务区，因毗
邻常州城市新地标中华恐龙园，打造出一个

“全国首家恐龙主题体验式服务区”，走进去，
天上地下，到处都是“恐龙”，尤其是服务区中
央的那只大型仿真恐龙，加入了声、光、影，对
喜爱恐龙的小孩子来说，绝对是一场奇妙的

“服务区”之旅。
这几年，江苏高速服务区脱胎换骨，正以

全新形象刷新着旅客的感受。只要进入江苏
高速路段，几乎
每一个服务区都
可以带给你不一
般的体验……

就在5月中旬，位于京沪高速公路（G2）
和沪蓉高速公路（G42）的重合段的阳澄湖服
务区，全新打造的园林式主题服务区投入试
运行。远远看过去，外立面整体采取了吴冠
中大师水乡水墨画的抽象线条，通过外部大
型水景的营造、白墙黛瓦的人字坡天际线，以
及宅前屋后的乔灌木，整体构成了中国水乡
的“梦境”。走进去，内涵更多：建有涵碧、荷
风、木樨、修竹四座迷你园林，尽显苏州园林
韵味；修建宽8米、长140米的景观河道穿服
务区主楼而过，采购江南百年古桥立于河上，
并在屋顶布置国内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人
工天幕，绘制江南水乡特色；3000平方米科
技馆以机器人为主题，具备科普、互动娱乐、
产品发布等综合功能，服务区又变成科普教
育基地；3000平方米非遗馆，与苏州市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合作，打造包含苏绣、宋锦、

扇面、木雕、核雕、根雕等多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综合性展示体验。

黄栗墅服务区是南京的味道。有金陵鸭
血粉丝汤、南京小馄饨、大碗皮肚面、南京盐水
鸭等一系列南京特色小吃，尤其是味轩海鲜酒
楼的开业，践行“服务区+旅游”的发展理念，开
创了江苏服务区打开后门做餐饮的先河。

梅村服务区是一座shopping mall，吸引
了国内外32家品牌入驻，自试营业以来，日均
接待人数同比上升20%，日均营业额由改造前
的29万元上升到50万元，2017年国庆期间更
创下了单日营收70万元的历史最高。

苏通大桥服务区藏着全球免税店、高邮
服务区有个“水韵泗洪”扶贫管、堰桥服务区
是无锡的味道、“东庐美境”的东庐服务区，不
知道的，还以为是水边度假小镇呢！

苏广

网红服务区网红服务区，，你去过你去过几个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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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中高考准考证，去这些地方免费游
高考、中考结束，是时候外出放松下身心

了。带上准考证，周边很多景点可享受免票
或打折优惠！

江苏省
即日起~6月30日，应届高考、中考学生

凭本人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可免门票畅游
连云港海上云台山、连岛景区、二郎神文化遗
址公园、连云港老街展馆以及宿迁三台山国
家森林公园。

盐城大丰港海洋世界是国内首个以海洋
为主题的情景式互动体验馆。8月31日前，
应届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并
扫描二维码关注大丰港海洋世界公众号即可
免费畅游。

苏州华谊兄弟电影世界有“星光大道”
“非诚勿扰”“集结号”“太极”“通天帝国”五大
电影主题区域。实景娱乐体验，带你入戏玩
真的。即日起~6月30日，原价218元的成
人票，凭中高考生准考证半价入园。

徐州加勒比水世界，凭有效学生证件及
身份证（仅限初高中生及全日制在校大学
生），即日起-7月 7日期间80元/人（原价
150元/人）。

7月31日前 ，高三学子携带有效高考证
件免门票参观位于南京溧水的天生桥、大金
山风景区、郭兴庄园、周园、玫瑰园以及江苏
广电石湫影视基地。著名的电影《金陵十三

钗》就出自石湫影视基地。周园以徽派建筑
为主题，有着中国最大的私人收藏馆。

安徽省
万佛湖景区被誉为“安徽的北戴河、合肥

的后花园”，8月31日前应届中、高考生凭本
人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免费游览。

7月1日~8月31日，中、高考生凭本人
准考证原件免票游览宣城敬亭山，家长陪同
7折优惠。

三河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三河因丰
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三水流贯其间而得名。
即日起~9月1日，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
原件游园免费入园。

龙川景区宗祠建筑遍布。胡氏宗祠，为
江南第一祠，素有“木雕艺术博物馆”和“民族
艺术殿堂”之美称。8月31日前，中、高考生
凭本人准考证免门票，12周岁以下儿童凭身
份证户口本免门票，随行两名监护人景区门
票8折优惠。

太平湖距离黄山北大门只有30公里，湖
泊中散落着一座座岛屿，像星星散落在夜空
中一般。太平湖北部的猴岛和龙窑寨尤为著
名。 8月31日前，中、高考生凭本人准考证
和身份证原件游园免费；教师凭教师资格证
和身份证原件，享受太平湖景区20元/人的
门票福利。

九华山自山麓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

文物古迹众多，尚存化城寺、月身宝殿、慧居
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
有文物1300余件。6月20日~8月20日参
加2019年高、中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
效身份证原件，门票免费。

8月31日前，参加2019年中、高考的学
生，本人凭准考证原件享受徽黄集团旗下：西
递、西递石林、屏山、木坑竹海、塔川、卢村、关
麓、五溪山、打鼓岭九景区的首道门票减免。

浙江省
即日起~8月31日，应届中、高考毕业生

凭本人准考证免费游览千岛湖东南景区。
上海市

上海野生动物园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级野
生动物园，8月31日前，未满18岁应届毕业
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门票5折。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围绕海洋文化特色，
分为人鱼海湾 、极地小镇、冰雪王国、海底奇
域、海洋部落五大主题区和富有特色的海洋
主题度假酒店。即日起~6月30日，特惠150
元/人（仅限中、高考生），购票后需同时持本
人身份证及准考证检票入园。

8月 31日前，通过上海欢乐谷官方微
信，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
或外语、美术、体育、音乐等单科准考证原件
（港、澳、台湾地区学生除外）购票可享受优惠
价150元/人。 综合

66月的新疆美成了月的新疆美成了童童话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