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世界

2016年12月1日 星期四16

当张家界与冬天相遇，另一场美丽开始上演。
12 月 1 日起，张家界正式推出十大冬季旅游产品、十大冬季旅游主题活动和七大冬季旅游优惠政策，进入 3 个月狂欢模式，

与各地游客共赏盛景，同享欢乐。
置身峰林雪景，转身风情满怀，这个冬天，如果你没有来张家界，那会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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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赶年 乡里乡情，土家味道
主推景区 土司城、溪布街、老道湾、各乡村旅游点

在张家界，土家人讲究过“赶年”，即提前一天
过年。 过“赶年”的晚上，寨上烧起冲天大火，调年旗
高高飘扬，男男女女围着旺火跳摆手舞、舞茅古斯，
爽快朴野、红火亢奋，别有一番情调。

赶年这一天，远方踏雪而来的你将遇上土家人
的热情洋溢，带给你家的感受。 拿起他们手中的棒
槌，击打糍粑，乐趣油然而生。 同时，美味的合拢宴，
在寒冷的冬季，诱惑着无数的味蕾。

你还可以宿于吊脚楼，贴春联、放鞭炮、吃团圆
饭，和真正的土家人一样，遵循着这个千百年来的
古老习俗。

闹元宵 全城出动，满城歌舞
主推景区 永定城区

每年正月十五，是张家界人的狂欢节，比过大
年还热闹。 这一天，近 5000 名民间艺人、100 多支
表演队伍， 将城区所有街道变成舞台，100 多种非
物质文化遗产轮番上演。

置身于其中， 你可以看到长达数十米的龙灯，
曲调婉转的大庸阳戏，粗犷的土家茅古斯舞，神秘
的傩戏，不可思议的鬼谷神功……戏曲专场、曲艺
专场、器乐专场、歌舞专场等十多个专场，绝对会让
你眼花缭乱。

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加入表演队伍，现学现唱一
段阳戏，或者舞上一出高花灯，这些来自远古的文化
形式，会让你陶醉不已。

泡温泉 情融于泉，温暖于心
主推景区 万福温泉、江垭温泉

自然园林式布局，鹅卵石铺成的青石板小路，假山
瀑布，小桥流水，江垭温泉池宛若明珠镶嵌其中，一派恬
淡宁静的山野仙境，极具乡土格调。静坐于温汤之中，或
倚靠斜躺，或闭目养神，温暖从皮肤至内心，你会忘却所
有身外之物。

万福温泉以福文化为基础，融中华福文化和温泉养
生文化为一体。 199 个风格各异、功效不同的特色泉池，
与原生态的树荫花草融为一体。赤足走入灵芝、草药、牛
奶、红酒等特色温泉池，淡香盈于鼻，醉在心。

越天险 悬崖之巅，勇者故事
主推景区 张家界大峡谷、天门山

每个人，都曾有过飞天的梦想，却不曾想过，自己是否
有这份承受梦想的胆量。 于是，不少人在张家界大峡谷玻
璃桥与天门山玻璃栈道，瘫倒在凌空万米的现实面前。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总长 430 米，宽 6 米，桥面距
谷底相对高度约 300 米，共创下 10 多个世界之最。 行
走在通透无物的玻璃桥，内心恐惧油然而生。 能够通过
此桥的人，乃真勇士。

天门山玻璃栈道、鬼谷栈道倚绝壁而建，相对于玻
璃桥的凌空，在石壁的衬托下，更有落差感。若有云雾绕
于绝壁，则更不知深浅。多年来，不知有多少英雄好汉臣
服于此。 但是，有梦想的人，不惧挑战。

逮米酒 五谷纯酿，土家绝味
主推景区 土司城、溪布街、各乡村旅游点

一个“逮”字，可窥见土家人的豪迈。 来到张家界，不尝“拦
门酒”，土家阿妹是不会放你走的。

土家人酿酒讲究原生态，可用糯米、高粱、苞谷等酿造，一口
入喉，醇香直入心底。 张家界人饮酒，粗犷的可用大碗，精致的可
用竹筒、牛角，无论哪种喝法，均需一饮而尽，以视对主人的敬重。

“逮”酒的同时，点上一盘腊肉，配点本地辣味，那绝对是上佳
的享受。 湘西腊肉口味咸香，油而不腻，嚼在口里满嘴生津，齿颊
留香，绝对是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美味。

听山歌 穿山越水，天籁之音
主推景区 宝峰湖、魅力湘西、天门狐仙、天平山、洪家关

只见山间云雾绕，一山唱罢一山起。 桑植民歌悠长
婉转、高亢嘹亮，土家阿哥阿妹的歌声翻山越岭，横跨
溪河，久久回荡在天地间。

来到张家界，在《魅力湘西》、《天门狐仙》等演艺场
所，我们可以听到传承人最精彩的演唱。 在宝峰湖，游
船之上，偶从天地之间传来婉转的山歌声，有如百灵鸟
的鸣唱，不由得想与之对歌。 同时，你还可以到桑植的
山山水水，听一听当地村民最原汁原味的歌唱。

乐自驾 带上梦想，与爱出发
主推景区 各大旅游景区、户外营地、特色村寨

带上车与爱人， 在绝景中来一场属于自己的行走，
或快，或慢，随意掌控。 在张家界，有太多目的地可以自
由选择。

一路行走，带来的不仅仅是风景，更是心灵的享受。
如果爱山，到武陵源核心景区、天门山，可畅通无

阻，一路前行；如果乐水，可以到宝峰湖，甚至沿着澧水
河驱车行走，山清水秀带来的是无数惬意；喜欢乡村，一
条条宽阔大道，直抵众多特色乡村。

这里还有无数的户外营地，野地里，和众多好友，搭
上一顶帐篷，点燃一堆篝火，吃着烧烤唱着歌，快乐就这
样融化在夜空里。

亲自然 行走天地 净心之旅
主推景区 各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景点

亲近自然，到张家界，是最佳的选择。这里的
山水如同神奇工匠精雕细刻，在这近万平方公里
的面积上，盆景般的存在。

金鞭溪畔，流水潺潺，薄雾浮于水面，走在
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含量超过 10 万个的游步
道上，心旷神怡；杨家界顶，群峰皆俯身下，错
落有致，不时有鸟鸣于耳，索道穿行天地之间，
人与自然融合得如此恰当；天门洞底，云雾穿
洞而过，有若吞吐天地精气，万物有灵，长达
900 米的穿山扶梯直通山顶，令人惊叹……

这里， 还有亚洲最大原始次生林八大公
山、人间仙境清风峡、天使之城槟榔谷等十二
条户外线路等你来探索。

优惠时间：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2 月
28日（春节黄金周 1月 28日至 2月 3日除外）
优惠政策：

1.所有景区（不含温泉）以及景区内索道、电
梯、 观光火车环保客运车、 演艺节目等普通门
票，实行冬季价格优惠（武陵源核心景区大门票
优惠幅度约 44.5％， 其他优惠幅度为 20％，具
体以市发改委公布为准）；

2.所有景区以及景区内索道、电梯、观光火
车、环保客运车、演艺节目等对 60 周岁以上 70
周岁以下的老龄人执行优惠票；

3.所有景区（不含景区内索道、电梯、观光火
车、环保客运车，演艺节目等）对 70 周岁以上的
老龄人实行免票，同时，景区内索道、电梯、观光
火车、环保客运车、演艺节目等，对 70 周岁以上
的老龄人实行优惠票；

4. 张家界地接旅游团队在冬季优惠价格的
基础上，凭行程单享受 10 免 1 优惠；

5. 各星级酒店和按照星级酒店管理的酒店
实行冬季价格优惠；

6.参加十大冬季旅游营销活动的游客，根据
活动正式公布的方案， 享受活动承办方出台的
相关活动优惠；

7.鼓励游客进行网络预订，并由各景区分别
制定网上订票优惠政策。

冬游张家界微游记大赛、雪景摄影大赛、中韩
亲情旅游微游记竞赛、土家过赶年、云顶会国际旅
游文化活动、十万自驾车冬游张家界、温泉天使选
拔赛、大峡谷玻璃桥最嗨脸谱大征集、桑植民歌展
演活动、牵手全世界系列旅游营销活动。

张家界十大冬季旅游主题活动

“冬游张家界”七大冬季旅游优惠政策

赏雪景 绝版山水，最美雪景
主推景区 黄石寨、天子山、袁家界、杨家界、天门山

如果说夏天的张家界以“奇”制胜，那么冬天的张
家界则以“韵”得味。 峰林之上，白雪皑皑，韵味无穷。

山下，踏足这片雪域之国，不时会有野生猕猴攀
枝跳跃，或有松鼠驻足雪地，尔后迅速逃走。 整片山
林，在阳光照射下，温柔的光线让你无比惬意。抬头仰
望，皑皑白雪之下，山峰或巍峨，或神韵，直耸天际。

上山，可择索道上行，透过轿厢玻璃，不同角度
的雪景依次显现，如同行进在童话世界。

山顶，群山白雪，枝挂冰晶，绝对震撼。 若遇雪
后晴日，云海涌动，置于众山之巅，若隐若现。 丛林
间，听着不断的雪落之声，光线穿透林荫，绝美雪景
图随处呈现。

品民俗 土风苗韵，万种风情
主推景区 土司城、溪布街、田家院子、老道湾、魅力湘
西、天门狐仙、烟雨张家界、石堰坪等

早在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就在澧水两岸繁衍
生息。千万年的沉淀，铸就了土家、苗、白等 30 多个
少数民族光辉灿烂的民俗文化。

在土司城、田家院子、老道湾，土家吊脚楼里，
摆手舞跳起来，三棒鼓敲起来，时光仿佛在眼前流
淌；在溪布街，白天看工匠手工制作，晚上燃起篝
火， 一场狂欢就这样开始；《魅力湘西》、《天门狐
仙》、《烟雨张家界》，民俗搬上绚丽舞台，为你准备
了一场文化盛宴……

同时，在石堰坪等古村落，百年前的吊脚楼群，
盛装的村民，等待着你的到来。 你可以穿上民族服
饰，卷起袖子，煮一钵柴火饭，当一回满身田园气息
的土家人、苗族人、白族人……

冬游张家界 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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