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本就是一场远行，不会
重来、不能回头、更不可后悔，生命
追寻的不是远行道路的尽头，而
是在路上和沿途的风景，行者无
疆。

“达孜过客”不是一个人的名
字，是认识不到半年的朋友，在内
地初次见面，就有着特别的亲切
感，简单的交流、简短的寒暄，相
互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诚
挚的邀请来达孜看看。

后来，他带着家眷、携着朋友
真的就来了，相互怀着满满重逢
的喜悦。在机场为我的朋友献上
了洁白的哈达、一个大大的拥抱
和一句虔诚的“扎西德勒”。

在达孜的日子里，我们去了

扎叶巴、到了拉萨河、走了达孜工
业和农业园区，过了藏家最纯正
的“林卡”，与当地藏族同胞有了
零距离的交流……都说美好时光
是短暂的，更何况是这么投缘的
朋友。

在行走的过程中，朋友忽然
问我的星座，我第一反应是反问，

“难道你也是摩羯座？”他紧跟着
说，“认真、执着、感性？”哈哈。或
许，这就是与生俱来的默契吧，我
们在江苏相识，在达孜升华，这不
就是行走西藏的力量吗？

我们都是人生的过客，“达孜
过客”为我们在达孜援藏的好兄
弟送上这份真性情。

高原的那一夜，是奶茶还是

酒精的作用，用狂激的心诵读仓
央嘉措的《那一天》，我们流着泪
唱着《我的好兄弟》。

走在八廓街上，
天上的月亮就像美丽姑娘的

眼睛，
琳琅满目的藏式工艺品，
叩长头虔诚的信徒，
卖工艺品的小姑娘。
我的心醉了，
醉了不像自己，
……

读着这份心情、读着这首不
能谓之严格对仗的诗，回想短暂
美好的遇见，我们也哭了。是的，
援藏的日子是艰苦的，但援藏的

日子又是幸福的，好兄弟、好朋友
和远方的牵挂，我们同为过客的
感动，这不正是我们恰恰或缺,而
需要补上的一堂人生课程吗？

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更哪堪冷落千中月，恰似一江

春水向东流。
还惆怅，那山那水那一湾清

秋，忆把酒临风高原愁，吾本匆匆
过客一叶舟。

凭窗思，横亘天涯相知岁月
休，当好男儿志在四方，与君缘来
缘去好个秋。

千百度，莫然回首灯火阑珊
处，如一轮明月遥当空，人生难得
知己芳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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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惠短途游精 致 小 包 团

另有多条国内外线路，欢迎进店详询！

广州、深圳、珠海、香港、澳门、桂
林、韶山品质旅游专列经典11日
游
硬卧上铺:1580元/人 中铺:1880
元/人 下铺：2080元/人
报名时间：出发前10日截止报名
（办理港澳通行证需要10个工作日，

请游客抓紧时间报名办证）
出发时间：2018年6月10日左右（最终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铁路局最终
命令为准）。
沈阳、丹东、平壤、开城、板门店朝鲜双卧八日游
硬卧上铺:3480元/人 中铺:3680元/人
下铺：3880元/人（不含签证小费）
报名时间：出发前7日截止报名（办理出境护照需要10个工作
日，请游客抓紧时间报名办证）
出发时间：2018年6月10日左右（最终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
铁路局最终命令为准）
哈尔滨 漠河 北极村 大兴安岭 呼伦贝尔草原 满洲里
海拉尔 额尔古纳湿地 长白山 沈阳专列12日
硬卧上铺:2880元/人 中铺:3280元/人 下铺：3680元/人（空调
车）软卧上: 4280元/人、软卧下：4480元/人（四人一个包厢，条件
舒适，铺位有限）
报名时间：出发前10日截止报名
出发时间：2018年6月6日左右（最终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
铁路局最终命令为准）

南京牛首山纯玩特惠一日游 88元/人起（60-69周岁）
发班日期：每周二、四
马仁奇峰（玻璃栈道、飞龙玻璃桥）一日游 148元/人起
发班日期：每周四、六
宜兴品龙虾/宴宜兴溧阳“套鸡”/加送五芳斋6大礼品套装一日游20岁以上成人赠送：58元五芳斋正品套装精美礼包内含6样礼
品 五芳鲜肉粽*2颗，润香豆沙粽*2颗，碱水粽*2颗，红豆薏米
粥料*1包，八宝粥料*1包 咸鸭蛋*4枚 118元/人起
发班日期：每周四、六
无锡鼋头渚、太湖仙岛、游船纯玩一日游 158元/人起
发班日期：每周四、六
乌镇、杭州西湖、宋城二日游A线328元/人、B线428元/人、C线498元/人
发班日期：每周三、四、六
上海野生动物园、东方明珠、科技馆二日游
发班日期：周四、六 A线418元/人、B线448元/人

70岁以上：1380元/人、60岁以上：1480元/人
60岁以下：1580元/人 发班日期：5月24日

青海湖•拉萨布达拉宫 .雅鲁藏布大峡谷 .苯日神山 .林芝羊卓雍措
十二日游 4880元/人
VIP之旅25人精致小团 报名时间：出发前10日截止报名
出发时间：2018年 5月 27日左右（最终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铁路
局最终命令为准）
山西（五台山平遥王家云冈壶口）+陕西（西安兵马俑黄陵袁家村）文
化之旅空调双卧九日游
硬卧上铺：2880元/人、中铺：3080元/人、下铺：3280元/人
报名时间：出发前10日截止报名（不含门票，出发时请携带身份证及
老年证购买老年优惠门票）
出发时间：2018年6月6日左右（最终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铁路局
最终命令为准）
新疆（乌市天山天池 吐鲁番）甘肃（敦煌莫高窟 鸣沙山月牙泉 嘉
峪关 张掖七彩丹霞）青海（青海湖 塔尔寺）内蒙（通湖草原）宁夏
(沙坡头 银川镇北堡影视城 西夏王陵)三卧一动12日2999元
报名时间：出发前10日截止报名
出发时间：2018年6月2日左右（最终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铁路局
最终命令为准）。
【甘南+川西北】成都四姑娘山 茂县唐克黄河九曲 若尔盖花湖 郎
木寺 拉卜楞寺 桑科草原 尕海湿地兰州去动回卧8日/双卧9日
硬卧上铺:3680元/人 中铺:3880元/人下铺：4080元/人
报名时间：出发前10日截止报名
出发时间：2018年 6月 2、15日左右（最终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铁
路局最终命令为准）。

新闻自组特惠游
武汉红楼、韶山、世界第一大悬索大桥、德夯大峡谷、张家界
森林公园核心景区双动五日游
镇江起止、一车双导 一价全含 每人每天一瓶矿泉水 母亲
节期间特别赠送特色小礼品一份

宜昌、长江三峡、神农溪、石宝寨、重庆六日游
发班日期：5月26日 3630元/人起

我带老伴,游三峡,逛恩施 探秘神农架长江三峡涉外五星“长江传说”游
轮六日游 6月2日 专享22㎡双人标准间，独立观景阳台和独立卫生间 2880元
重走长征路~~天水麦积山、官鹅沟、甘南郎木寺、桑科草原、秘境扎
尕那、天险腊子口、世界藏学府拉卜楞寺、郭莽湿地、伏羲庙、兰州双
卧八日游 6月20日大环线游甘南不走回头路，让您的行程更轻松
不留遗憾； 2980元

55岁以上 99元 5月21日23日、25、27日 55岁以下:149元

“登圌山吉祥山、品扬中江鲜鱼、看农村新变化、游泰州雕花楼”
每周二、四、六发班 含中餐；55周岁以上；赠送粉丝一袋 99元
韶关—广州肇庆—开平—珠海—中山—深圳—汕头—南澳岛—潮
州 4月17日、24日、5月12日、26日

华罗庚纪念馆、魅力长荡湖、东方盐湖城一日游

感恩回馈—东方普罗旺斯梦幻谷里薰衣草、牛首山一日游5月19日（每周六） 88元
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四星品质三日游 每周五 399元
贵州/黄果树/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5日游 5月21日 2680元
蒙古草原辉腾锡勒窝阔台、响沙湾、鄂尔多斯双飞五日游6月16日 2880元
北京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圆明园升旗单飞单卧五日游 5月23日 1999元
山西全境双卧九日游（五台山、壶口瀑布、乔家大院等） 6月2日 2280元
拉萨.达孜.林芝鲁朗林海.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双卧12天 6月12日 4780元
丽江 泸沽湖 大理 玉龙雪山5星精品客栈双飞六日游 6月15日 2680元
沙群岛双飞邮轮五日游 5—8月 内舱6人房 3980元

曼谷芭提雅直飞5晚6日 2480元起
5月18、25日6月7日 升级一晚国五 绝无自费 镇江起止

曼谷芭提雅6日/7日游
6月17、30日 绝无自费，镇江起止 2380元起
尼泊尔暑期亲子6晚7日游
7月1、29日 8月19日 6980元
常州直飞老挝8日游 6月4、11、18、25日 2999元
柬埔寨（吴哥金边）双城5晚6日游 6月16日

2499元

宝岛台湾/花样日本
邂逅*台湾环岛8日游
2380元 6月12日 镇江起止

日本本州全景6日游
4699元 6月30日

法意瑞+捷克奥地利13日 11999元
6月12日 +1元送 精美行李牌
精选汉莎航空 两大世界文化遗产
含签证\含小费\含签证接送\含机场接送

东欧五国+波兰+国王湖13日14599元
6月18日 全程4星酒店+温泉酒店
全程免费WIFI 含签证\含小费\含签证接送\含
机场接送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品质旅行 美好生活 中旅自组班（镇江起止）

横店追剧二日游 每周三六发班
398元起

横店体验三日游（每周五发班）
598元

横店影视追剧探班游横店影视追剧探班游
““拍电影拍电影--当明星当明星””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文化旅行文化旅行””第第88站站
走进俄罗斯走进俄罗斯（（第六季第六季））

新西伯利亚新西伯利亚++莫斯科莫斯科++圣彼得堡圣彼得堡++金环小镇四飞金环小镇四飞99日日

8999元
5 月 28 日 【特别安排】：俄罗斯当地中俄文化交流活动，颁
发《民间交流友好大使证书》；赠送：集体照一张；旅游三宝；
电源转换器一个。再送精美行李牌，出境游人身意外险。

冲出冲出““霾霾””伏圈伏圈..挺进大别山挺进大别山
980980元““天堂寨天堂寨””动车三日游动车三日游

每周五铁发 1人也成团 65周岁以上优惠 100 元

西宁西宁、、青海湖青海湖、、茶卡盐湖茶卡盐湖、、塔尔寺塔尔寺、、互助土族风情园互助土族风情园、、
金银滩大草原金银滩大草原、、原子城原子城、、贵德阿什贡双卧七日游贵德阿什贡双卧七日游

15991599元5月25号盛大启航

暑假带着家人去旅行——出境篇

德法意瑞13日 8 月 1日

德法意瑞09晚 11日 7 月 13 日

意大利+法国 12日 8 月 6 日

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 10晚 13 天游
7 月 25 日/8 月 8 日

英国+爱尔兰10晚12天 7月19日

北欧四国+塔林11日 7月 18日

东欧五国+国王湖 10 日 7 月 24 日

澳凯墨东海岸全景9日 7 月 23 日

美国东西海岸+大瀑布+圣地亚哥
黄石国家公园（熊世界）14天 7月12日

悠闲欧洲/畅游美利坚

南京直飞澳大利亚经典7日
5月23日、6月1日 8999元起
美国东西海岸+大瀑布+大提顿+黄石14日
6月22日 13888元起

海上移动星级酒店
6月19日MSC地中海辉煌号 内舱双 上海—福冈—上海啊4晚5天
镇江起止含接送，全程优秀领队服务 2999元起
5月27日海洋航行者号 海上新马泰新加坡+槟城+普吉岛7天5晚 7500元起

6月24日海洋航行者号 新加坡+槟城+兰卡威+普吉岛8天6晚 8000元起

最佳度假地.完美蜜月行

神秘海岛遇到浪漫城市,魅力双国游巴厘岛+新加坡5晚7天
6月17日 8月5日（暑期）镇江起止 3299元起
马尔代夫五星康杜玛5晚7日 4沙 南京直飞 每周三 7999元
巴厘岛特惠5晚6日游 5月25、27、30日 1999元起
越南岘港双飞5晚6日游 天天发班 1299元起
休闲芽庄4晚5日游 5月10-6月15日 1999元起

神秘中东非 一带一路旅行第10站，蒙内铁路，
架起中非友谊桥梁

肯尼亚狂野海岸10天浪漫之旅
6月10日，镇江自组班

以色列、约旦、埃及（红海2N+内陆飞机）
13天神秘圣景之旅 6月24日，镇江自组班，<埃及段全程入住国际五星

酒店；欧洲最佳航空—土耳其航空，圣城耶路撒冷,参观人类最梦寐以求的今生必游之
地--神秘的埃及金字塔

19999元
199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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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蒋云峰蒋云峰：：““行者无疆行者无疆””之达孜过客之达孜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