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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

如果你喜欢出游，喜欢边走边拍，那就将您最满意的作
品与我们分享吧。一经发表，稿酬从优。本栏目由靖江市青
年旅行社友情赞助。投稿邮箱：718586973@qq.com

李中水上森林景区位于兴化市西北部的李中镇,是华

东地区最大的人工湿地生态林，这里原是茫茫一片芦苇湿

地，上世纪70年代末建起1500亩人工生态林基地，栽种的

10万株水杉、池杉等树木，冬日里水杉、池杉换上了新装，

又是另一番情趣！ 缪自永摄

“青旅杯”旅游摄影图片展

新东方国际旅行社新东方国际旅行社

公司地址：鼎和花苑西大门（百富绅加油站向北50米）
热线：81166611 81166622 15252625688（可加此号微信）
VIP客户群：384234146 （凡加群加微信者均有好礼相赠）

阳光大道以南唯一旅行社
老百姓家门口的实惠旅游

1月30/31日最后两班，海宁皮革城一日游40元/人

【春节一日游自组团】请提前咨询报名
年初三～年初六（满30人天天发班）：

苏州香雪海(赏梅)七里山塘、观前街 99元/人

年初四、年初五：

无锡灵山大佛祈福、拈花湾小镇 258元/人

年初三、年初七（情人节）

浙江西塘古镇 日游+夜游（酒吧一条街） 198元/人

年初四：上海野生动物园238元/人 无锡三国城水浒城168元/人

年初五：苏州牛仔俱乐部 280元/对亲子

【春节二、三日游】年初一至年初五天天有发班；提前报名

大明山胜景高山滑雪琴湖飞瀑太湖源•小九寨沟二日 428元/人

安吉江南天池滑雪场竹博园高家堂冬季美景休闲二日 398元/人

浙江横店影视城二日游 558元/人

普陀山三大寺祈福二日游 800元/人

大美黄山、世遗西递、老街三日游 798元/人

庐山赏雾淞、观瀑布、拜大佛、泡温泉三日游 888元/人

另春节期间泰国＼普吉＼韩国＼海南＼云南＼桂林＼
厦门＼张家界＼哈尔滨＼北京等地还有少量余位！欲报从
速哦！详情可来电(店内)或者微信15252625688咨询

舜天国际旅行社舜天国际旅行社
泰州市放心消费先进单位 泰州市旅游业文明单位

旅游热线：84858760 84858761
QQ：104489332 78208350
VIP 群：14183176
地址：总店靖江市江平路156号（老体育场西侧）

微信号：jjst0523

欢迎拨打24小时免费电话：
400-0523-365

舜天春节计划
杭州西湖 锦绣风水洞非诚勿扰西溪湿地灵隐飞来峰
杭州二日游 428元/人
春节普陀山祈福二日游 808元/人
横店影视城经典二日游 558元/人
千岛湖中心湖、琴溪香谷、富春桃源品质半自助二日
游 428元/人
安吉中南百草原、九龙峡、美丽乡村高家堂二日 398元/人
大美黄山、世遗西递、屯溪老街【精品】三日游798元/人
北京红色经典纯玩双高5日游，送400元大礼包 2590元/人
无锡包机直飞长白山-长白山万达度假区滑雪自由行
双飞四日游 6080元/人
厦门鼓浪屿豪华半自由双飞四日游（二天跟团+二天自
由活动） 3650元/人
春节【非常实惠】无锡三亚双飞五日]<全程经济型酒店
> 578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三飞六日休闲游 3680元/人
西安/临潼/华山/洛阳/少林寺/开封四星品质卧动五日
游 2990元/人
更多线路请登录：www.jjstt.com/p/

去这些地方去这些地方，，过有年味儿的春节过有年味儿的春节

春节的玩法何其
多，你可以去滑雪、可
以逛庙会，去体味古
老的民俗，可以深入
少数民族村寨中，来
一次民族风情游；你
还可以登高祈福，探
访古寺名刹；还可以
“逛灯会”，看看舞狮、
舞龙、秧歌、高跷、杂
耍等传统节目；顺着
熙熙攘攘的人流感受
丰富多彩的市井元
素。

省诚信示范单位 文明单位

假 日 旅 行 社假 日 旅 行 社
春节线路火热报名中！

国内线路推荐：
1.自组团:安吉江南天池温泉/滑雪2日游（初四开班）

780元/人起

2.横店影视城经典2日游 598元/人

3.大明山胜景琴湖飞瀑小九寨沟2日游 428元/人

境外推荐：
1.港澳高品5日游 2月3日 2100元/人

2.泰国“泰实惠”4晚6日游 2月14日 2750元/人

3.普吉斯米兰5晚6天 2月18日 5080元/人

4.首尔一地五花半自助5日游 2月20日 3180元/人

5.日本、东京、大阪双飞6日游 2月18日 4480元/人

出境线路由江苏阳光国旅提供 JS-CJ00033

温馨提示：代订自驾游酒店，门票；代订自由行机票+
酒店+门票；
加公众号微信：jjjrlxs可享受优惠！
咨询电话 84825844 84898181

出入境加急办护照
解燃眉之急

【逛古镇】
在静谧的大理古城安静过年

推荐理由：一次走过三座古城
镇，丽江、大理古城，还有中国国宝级
舞蹈家杨丽萍的家乡——双廊古
镇。如果说前面两座古城，你耳熟能
详，还曾踏足过，体味过，那么双廊古
镇无疑是“丽江、大理”出游线路中最
新鲜的目的地。三座古城镇三种滋
味，你可以好好体验一下丽江的喧嚣、
大理的风花雪月、双廊的淡远悠长。

双廊镇就在大理，旁边有佛教
名山——鸡足山，面临洱海。走在
小镇上，可以看到众多的文物古迹，
民居、寺庙遗址保存基本完好。古
镇聚落整体格局风貌保存完整，聚
落形成，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具有历
史的真实性、生活的真实性和历史
风貌的完整性。也许这正是你喜欢
的味道，不要人为的重新修建，看的

就是原汁原味。
传统白族民居建筑风格突出，

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很有美感，你
可以看到新建的民居延续了白族传
统风格，格局统一完整。

【新春祈福】
走近法门寺叹神奇

推荐理由：法门寺被誉为皇家
寺庙，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
而成为佛教圣地。法门寺佛塔被誉
为“护国真身宝塔”。法门寺珍宝馆
拥有出土于法门寺地宫的两千多件
大唐国宝重器，为世界寺庙之最。

陕西+甘肃连线，既能感受中国
六大古都之首的西安的醇厚与沧
桑，同时又能欣赏中国四大石窟之
一的麦积山石窟的巍峨壮观。聚集
多个AAAAA级景点名胜区，让你觉
得不虚此行。

在西安你重点感受的当然是秦
始皇陵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
馆是国家5A级景点，有一、二、三号
三个坑。一号坑最大，在这个坑内
埋有约 6000个真人大小的陶俑，刹
那间，你会感觉历史距离的消失，一
种神秘的力量把您带进喊杀震天、
战车嘶鸣的古战场，真是“前不见古
人，后不见来者”。

在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
宝鸡市，你要去的是法门镇法门寺，
这个始建于东汉末年恒灵年间的寺
院，至今约有 1700多年历史，有“关
中塔庙始祖”之称，周魏以前称作

“阿育王寺”，隋文帝时改称“成实道

场”，唐高祖时改名“法门寺”。

【领略民族风情】
在侗乡聆听天籁之音

推荐理由：想看看“原生态”的
贵州侗族、苗族过春节的习俗是如
何的吗？过一次非一般的春节：去
苗寨里和中国唯一可以持枪的苗族
老人聊一聊，看岜沙苗寨的剃头表
演，情歌对唱荡秋千；去逛中国最大
的侗寨“侗族大歌故乡”——肇兴侗
寨，听一曲动人魂魄的歌声，饮一杯
拦门酒，对一次歌，让这个春节变得
载歌载舞，神采飞扬。

在肇兴侗寨的侗寨大门会有一
群侗族青年，吹芦笙，唱大歌，手捧
米酒，欢迎游客。春节期间会举行
各种歌会。侗寨四面环山，一条小
河穿寨而过。吊脚楼、禾仓、禾晾、
最迷人的是鼓楼、花桥、戏台，一下
子就让你感受到这里的文化魅力。
听一回侗族大歌，真如天籁，多声部
混声合唱扣人心弦，歌声的魅力会
打动你；吃一回长桌宴，侗族姑娘唱
歌献酒，不由得你会被歌酒沉醉。

春节期间还可以去贵州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隆里古城，是原汁
原味的古民居城邦。这里居民喜
龙，逢春节，街巷里便有耍龙的队
伍。这种自发的贺年方式已经很少
有机会可以看到了，竹篾扎龙手工
细腻无比。这些明代屯军的后裔，
保留和传承着古朴的传统文化，玩
花脸龙、唱汉戏、迎故事，用坚守讲
述着一种文化的传奇。

【至尊泰国】纯泰
五晚七天游

对于很多靖江人来说，泰国并不
陌生。这里山清水秀，充满着异域风
情，当然，跟团游的价格也不贵，这些
因素，共同成就了泰国游。据说，泰国
是靖江出国游玩的首选地之一。舜天
国际旅行社推出至尊泰国游。

第1天：启程
第2天：曼谷
早餐后，拉玛皇朝大皇宫（约60分

钟）这里汇集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
和装潢艺术的精粹、泰国国宝——金
光灿灿、气势宏伟,犹如童话世界的城
中之城。午餐后前往世界最大的柚木
建筑五世皇柚木行宫。长尾船游览湄
南河（约 1小时），又叫昭披耶河，是泰
国第一大河，自北而南地纵贯泰国全
境。

第3天：曼谷/芭堤雅
早餐后，前往珠宝中心欣赏闻名

世界的泰国出产的红蓝宝石，继往参
观泰国特产皮革展示中心。乘车前往
东方夏威夷芭堤雅，途中参观龙虎园。

第4天：芭堤雅
早餐后乘快艇出海：珊瑚岛可自

行参加各式水上项目。午餐享用岛上
特色海鲜餐。前往泰国风情园，除了
有最具传统文化舞蹈表演外，还有泰
国两大节日泼水节水灯节，来场泼水
大战。享受泰式古法按摩。

第5天：芭堤雅
早餐后，前往神殿寺参拜泰国最

灵验的四面佛，四面佛有四个面，象征
四种不贵(喜)；然后前往三大奇观（七
珍佛山、九世皇庙、蜡像馆）皇家风水
宝地。前往东芭乐园。

第6天：芭堤雅/曼谷
早餐后，前往环岛天然燕窝专卖

中心，了解燕窝采摘过程，还可自费现
场品尝燕窝，然后乘车返回曼谷,途中
经休息站干果市场。随后前往皇家毒
蛇研究中心+人蛇表演，观赏空手捉蛇
表演。回到曼谷后前往国际免税店，
您可以在这儿尽情挑选全世界各式优
惠的免税物品。

第7天：返回
欢迎拨打舜天免费电话咨询更多

详细信息：400-0523-365。
地址：总店靖江市江平路156号

（老体育场西侧）

“太谢谢你们了，帮我们解决了燃眉
之急。”周一一大早，舜天国际旅行社朱
兴将锦旗送到了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窗
口。原来，一名客人已经报名出国游，但
他并未注意到自己的护照已到期，重新
办证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客人的机票已
经订好，焦急万分之际，行政服务中心出
入境窗口工作人员加急办理，在两天之
内就帮客人办好了新护照。

王小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