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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宫殿之旅5晚7天
探寻开奥拉德奥加纳
鸟类保护区，感受人
与动物的和谐之美

99999999 元
2月16日（初一）

心灵之约行走尼泊尔四飞七日游
元起59995999

1月28日余5席 镇江起止

体验最美的风景 感受时
间的永恒 找寻内心的宁
静0购物、0自费、纯玩！

元/人88998899
土耳其埃及18天全境之旅

镇江起止 3月12日

土耳其航空直飞伊斯坦
布尔，神秘古埃及文化与
绚丽浪漫海滨完美的融
合，开罗、卢克索、孟菲
斯、红海一个都不少

台
湾

怀旧.景点.暖冬の宝岛情
升级版-台湾经典环岛8日游 2780元起
2月24、27日 镇江组团升级二晚五花酒店

日

本

温泉.赏雪の冬日恋歌
日本双古都双飞六日游 3680元起
3月3日（少量余位） 3月5日
镇江起止，镇江领队，3-4星酒店，绝无自费

北海道戏雪双温泉五日游 2月10日 11480元
冲绳自由之旅5日游 2月1日 5980元起

东

南

亚

风情东南亚の暖冬行
泰国曼谷芭提雅5晚6日 4080元起
镇江起止 镇江领队 3晚国际五星 绝无自费 2月3日
春节泰国曼谷芭提雅5晚6日游 6480元起
镇江起止 春节新增班次 2月15日、17日

越南下龙湾（无自费）双飞6日游 1999元起
报名就送价值800元自费景点 3月5日

海

岛

碧海.蓝天.沙滩の冬日暖阳
休闲芽庄4晚5日 3月14日自组 1899元起

钟情岘港4晚5日 3月7日自组 1999元起

普吉岛5晚7日游 2月7、12、17、22 日 4150元起

欧

美

澳

行走海外の改变世界观
俄罗斯+阿联酋双国十日之旅 镇江起止 3月27日 8699元起
荷法意瑞10晚12日 镇江起止 4月20日 13800元起

美国东西海岸9晚11日 镇江起止5月13日 11999元起

澳大利亚+新西兰环飞12日镇江起止 3月13日 16599元起

游

轮

美食.慵懒.冥想の奢途假期
维京邮轮艾斯特拉号，巴塞尔—阿姆斯特丹莱茵
之旅10晚12天 20888元起
维京邮轮艾斯特拉号，维也纳—布达佩斯多瑙河
之旅10晚12天 20888元起
5月18日 6月24日即日起凡成功预订维京邮轮
2018年4-6月春季线产品，即获上海出发欧洲往返
（含税）机票仅需3488元，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野生动
物园纯玩二日游 568元起
上海迪士尼二次入园二日游 798元起
上海迪士尼乐园、迪士尼小镇、科技馆
纯玩二日游 568元起
2月8、10、17、18、19日发班

点亮心中奇梦，开启迪士尼奇妙之旅

刷邮储卡 ETC苏通联名信用卡
EMS信用套卡

满3000 元立减300

2018"云端上的香格里拉"过大年~~~福州云顶
福州、云顶峡谷、三坊七巷、泡高山温泉马尾中国船政博物

馆、温泉酒店+五星酒店双动四日游 2880元
2月16、18日（初一、初三）温泉酒店+指定五星酒店 门票全含

海上丝路风情万种 遇见宁静 遇见美
泉州、开元寺、南少林五店市、崇武古城双动五星酒店四日游

2月17、19日（初二、四）全程挂五星 一晚无敌海景房 纯玩 2980元
春节探春 观兴义那一片黄

贵阳黄果树、马岭河峡谷、万峰湖、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

双飞五日游2月17、20日（初二、五） 铁发 3980元

一花一世界~一鸟一天堂~春节探秘女儿国
昆明、泸沽湖、大理、丽江、玉龙雪山5星酒店+ 三飞六日游
2月16日（初一）铁发 一价全含 指定酒店 4980元

奔走在北纬21度，恋上傣乡雨林的那阵风
七彩云南-昆明、墨江、普洱、万亩茶园、西双版纳、打洛三飞六日游
2月15日（年三十）铁发 一价全含 指定酒店 4880元

梦回明清 触摸历史-更多故事，让你惊叹
北京、天安门、故宫、地坛、海底世界、日坛、颐和园、什刹海深度游、奥
林匹克公园、雪世界滑雪高飞五日 2月16日（初一） 2880元

走进童话世界--雪乡 感受东北传统年味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雪乡、五星养生温泉美食
双飞五日游2月16日（初一）全程指定酒店 6880元

梦幻横店休闲二日游 周三598元/成人
周六698元/成人

梦幻横店休闲三日游 周五798元/成人

快乐放寒假~~宝贝去哪 新春出游 快乐过"旺年"
谁说玩雪只能去东北--冬游坝上

冬奥张家口-崇礼滑雪-承德-摄影天堂-坝上雪乡古
北水镇-泡温泉-【童话王国】亲子乐园双高 5日游
少量余位 升级一晚国际五星酒店 安排特色餐 3280元

亚洲最大的野生动物园 中国最顶级的马戏表演
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大马戏+惠州巽寮湾度假
双飞五日游 3晚入住喜来登一线海景房 4380元

安吉江南天池 温泉 滑雪二日游每周六 438元

新春乐享周边游（文广中旅自组班）
台儿庄古城（日景+夜景）龙山温泉、督公山滑雪冰火两重

天二日游 初二、初四 温泉度假村酒店880元
无锡灵山大佛奇迹梵宫、拈花湾、年夜饭三日游 1280元
2月15日（大年三十）拈花湾景区的特色客栈 年夜饭188元
齐云山祈福、人少景美的秀里古镇、打鼓岭、芙蓉谷三日游

2月18日 （初三）5星级酒店 含3个特色中餐 1480元
婺源篁岭、天街瑶里古镇、汪湖、景德镇三日游 1480元
2月17日（初二）2月18日（初三）景德镇当地4星酒店 3正餐
浙江磐安十八涡、舞龙峡、百杖潭灵江源森林公园、榉溪古

村落三日游 初二、初四 高端四星酒店住宿 1380元
绍兴、安昌古镇、仙都鼎峰湖、杭州古堰画乡、云和梯田、西

溪湿地四日游 初二 高端四星酒店住宿 当地美食 1880元

元旦已经过去了，春节还会
远吗？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将
近，还没有规划这个春节去哪里
吗？小编告诉你，春节除了走亲
访友，还可以跟着文广·中旅寻
找祖国各地的年味儿！去南方
过一个暖暖的新春？抑或是在
北方天地里感受皑皑白雪，这才
是该有的冬天！贴心的导游、精
选的高端酒店、合理的线路安
排、特有的年夜饭……让您开开
心心过大年，“汪年”更旺。文
广·中旅专为镇江市民打造春节
国内自组专辑。

2018“云端上的香格里拉”
过大年（5星推荐）

福州、云顶峡谷、三坊七巷、
泡高山温泉马尾中国船政博物

馆、温泉酒店+五星酒店双动四
日 年 初 一 、初 三 发 班
2880元

★安排入住云顶半山腰的
青云山御温泉酒店

★福州市区安排市中心五
星酒店，尽享温馨与休闲

★安排一正80元/人福州特
色餐

美食、人文、历史(5星推荐）
泉州、开元寺、南少林五店

市、崇武古城双动 5星酒店四日
游

初二 初四 2980
元

★暖暖冬季一路向南，游走
泉州老城，追忆梦幻海上丝路

★二晚入住市中心挂牌五

星的泉州酒店、一晚海景的西沙
湾酒店

奔走在北纬 21 度（5星推
荐）

七彩云南-昆明、墨江、普
洱、万亩茶园、西双版纳、打洛三
飞六日年三十 4880元

★贴心赠送：傣族风味餐、
特色手抓饭

★质量保证：自组独立成
团、承诺绝无强制购物。

春节探春·观兴义那一片黄

贵阳黄果树瀑布、马岭河峡
谷、万峰林、万峰湖、西江千户苗
寨、青岩古镇、花溪国家湿地公
园 五 日 游 初 二 、五
3980元

★民族特色餐：布依八大

碗、苗家长桌宴
★住宿升级：升级黔西南当

地准五星酒店一晚
★精华景点：精华景点一票

全含（包含所有必乘小交通）
梦回明清 触摸历史

北京、天安门、故宫、地坛、
海底世界、日坛、颐和园、什刹海
深度游、奥林匹克公园、雪世界
滑雪高飞五日 初一 2880
元

★高去飞返，免去返程高峰
拥堵

★全程指定酒店不讲究
走进童话世界雪乡

哈尔滨老道外浮影-亚布力
度假村滑雪-童话雪乡 秧歌篝
火-最美棒槌山栈道-仙境雾凇

岭-伏尔加庄园-五星养生温泉
VIP美食美景5日游初一6880元

★全程指定酒店，一晚温泉
酒店，东北特色火炕

★东北特色餐天天挑战你
的味蕾

★全程门票全含，无购物
旅行是新春假期的标配，享

受跟家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文
广·中旅为您造！更多精彩线路
关注镇江中国旅行社微信、网站
等 ，也 可 拨 打 咨 询 电 话 400-
828-0511。

新春佳节跟着文广·中旅玩转大中国

提起南京，你的脑海中是不是一下
子就会浮现出夫子庙、老门东、大报恩
寺等等这些著名的人文古迹？其实啊，
南京的迷人之处还远不只这些。老南
京人会告诉你，不管你游玩了南京的哪
些地方，如果你没在南京吃过鸭子，那
你根本就不算来过南京。板鸭、盐水
鸭、鸭血粉丝汤、鸭油烧饼……这些和

“鸭”有关的美食，是不是光听着就要流
口水了？那还等什么，赶紧跟着我们一
起去南京吧！逛逛老门东，尝尝地道南
京味儿，再去趟大报恩寺，为来年祈福，
回来的时候还可以捎带只正宗的南京
樱桃鸭子给家人尝尝呢。

随着农历新年的临近，在远
离尘嚣的水蜜桃之乡无锡阳山，

“到阳山过大年”活动拉开了帷
幕。1 月 23 日、24 日，在阳山镇
前寺舍村，游客们可以体验一把
乡村过大年的乐趣：蒸团子、做
年糕、写春联、宰年猪、看锡剧等
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民俗活动。

游客还可以自己动手，酿米
酒、蒸年糕、磨豆腐，做一桌自制
的“年夜饭”，加上温暖的米酒，

“一品蒸肉”，大快朵颐，让游客
感受淳朴的乡情，浓浓的年味。
喜欢戏曲的游客还可以欣赏地

方锡剧、越剧等传统戏曲和折子
戏表演，以及舞龙、舞狮、挑花
担、马灯等年俗喜庆表演。还可
以和身穿美丽汉服的“桃花仙
子”合个影，祈愿来年日子像阳
山桃花一样美好兴旺。

1 月 24 日正值传统农历腊
八，央视二套国际财经栏目将专

门来到无锡阳山，采访报道这一
代表江南年味的乡村喜庆活动。

还等什么，快来无锡阳山购
买年货、品尝美食，体验到儿时
乡村过大年的热闹和乐趣吧，一
不留神，还能上电视露个脸呢。

报 名 电 话 ：13861395338
13775350148 17315728668

有一种过年有一种过年，，叫阳山年味叫阳山年味

无锡阳山过大年活动腊月初八温暖开启无锡阳山过大年活动腊月初八温暖开启
9999元元 //人人 11月月2424日发班日发班

斩只盐水鸭 喝碗鸭血粉丝 来块鸭油烧饼

地道老南京就是这个味儿
118元/人 1月20日发班

年
货
篇

报名电话：
13861395338
13775350148
17315728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