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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的时间去对的地方，“美观号”赏胡杨专列，金秋万里游南疆！

最后 30 个名额，错过再等 365 天
1000 年不死，死后 1000 年不倒，倒后 1000 年不腐，说的就是胡杨
精神；
金秋的大漠胡杨林实在是太美了，简直让人陶醉，或金黄，或火
红，在沙漠上绵蔓延几百公里，一眼望不到头的五彩斑斓，太震撼了。 一
说到这胡杨林一些朋友会想起额济纳，其实真正的胡杨林在新疆！
世界上 90%的胡杨林都在中国， 而我国 90%的胡杨林都生长在新
疆，新疆 90%的胡杨林都生长在南疆塔里木河流域。 有 6500 年历史，最
粗的直径能达到 3 米。
本次行程可以两次欣赏到胡杨林，一是巴楚的红海湾，金色胡杨
林倒映在镜子般的湖面上，婀娜多姿，是一种让人心醉的美！ 又可以欣
赏库尔勒罗布人村寨的大漠胡杨，金黄的沙漠上，蔚蓝的天空下，火红
的胡杨林傲骨苍穹。 可以一次看个够不留遗憾！
每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 一年之中只有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才是
最佳赏胡杨季节，去早了叶子还没黄，去晚了叶子掉光了，机会一年仅
此一次！

“美观号” (10 月 17 日—30 日)
敦煌、张掖、南疆旅游专列 14 日游
一次游遍甘肃、 新疆西北七市。 喀
什：喀什古城、卡拉库里湖、香妃墓；库尔
勒：世外桃源罗布人村寨、古丝路要塞铁
门关；巴楚:古丝路必经之地水上胡杨红
海湾；吐噜番：火焰山、地下运河坎儿井、
交河故城；哈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十
二卡姆、魔鬼城、西域小故宫回王府；敦
煌：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莫高窟、神奇自
然景观鸣沙山、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
大佛寺、 世界五大峡谷之一的平山湖大
峡谷；张掖旅游新名片《甘州乐舞》实景
演出……

专列出行有保障,适合老年朋友!
旅游专列就是铁路部门专为本次旅
游开行的列车，专车专用，大件行李不用
搬下火车， 全程不换车不换铺， 一站直
达，一线到底，沿途不上下其他乘客。
专列是当下绿色安全的出行方式，专
列上配有随团医生，赠送旅游意外险，每
个团有全陪 + 导游双人服务！
专列基本上一晚火车间隔一晚陆地
酒店住宿，不耽误洗澡、游客都是中老年
朋友，兴趣相投，步调一致，节奏舒缓，轻
松不累。 专列上可躺可卧，坐累了可以自
由行走，打牌游戏、聊天娱乐、喝酒品茶，
沿途欣赏祖国大好河山， 一望无际的茫
茫戈壁滩， 沙漠上绵延几百公里的胡杨
林，拍摄朝阳或晚霞，不知不觉就到了下
一个目的地！
专列省心省钱，一般普通团或飞机团
往返一个城市就得 3-4 千元， 专列出行
一次游览西北 2 个省 7 个市,行程 1 万多
公里，玩遍 20 多个名胜景区，才 4 千多块
钱，物超所值！ 也避免了飞机一起一落对
老年朋友心脏、血压、耳鸣引起的不适。

吃好玩好休息好,心情更好

一提到新疆大家就会想到新疆有
许多许多好吃的，没错，秋季正是 瓜果
成熟的季节，哈密的哈密瓜又地道又便
宜，5 块钱能买 2 个，香甜可口,吃到你
不想走,吐鲁番的葡萄，喀什的烤包子、
手抓饭都是最正宗的。 一 串 红 柳 大 串
20 块钱，不膻不腻，一般人吃一个就吃
饱了，能喝酒的在来一瓶当地最有名的
啤酒“大乌苏”，绝对够爽；火车上有餐
车，可以去点爱吃的小炒，也可以 点盒
饭送到你包厢里，一般一份在 20-25 左
右，下火车游览时一日三餐基本都包括
了，西北人实在,量足味好，不是一般的
团餐可以比拟的。 根据 各 地 条 件 不 一
样，有三至四星或同级别 酒店，都能保
证干净卫生！

世外桃源 罗布人村寨

罗布人村寨多少年来，无路可通,尘
封已久。 该地的居民也是地球上最后的
罗布人之一。他们从遥远的罗布泊走来，

黄金 7 号超五星豪华涉外邮轮 畅游长江三峡

在与世隔离的沙漠中，以胡杨木作舟，打
鱼为生，以鱼为粮，以小海子为家，繁衍
生息，过着原始部落般的生活。这里有令
人敬畏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 中国著
名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景区流过， 最大
的原始胡杨林保护区以及古老神秘悠久
的罗布人。在这里可出入罗布人家、漂流
塔河、 欣赏罗布人歌舞、 观瞻沙漠人祭
祀、 参与罗布人婚礼、 品尝罗布麻长寿
茶、垂钓塔河鲤鱼、骑骆驼沙漠探险、寻
找罗布“圣女”，参加篝火“拾财”，享受罗
布烧烤。

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

喀什是新疆首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
有着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棉花地， 明眸
皓齿的维吾尔族姑娘站在石榴树下朝你
微笑， 孩子们则在洒满阳光的巷子里一
边追逐，一边弹着不知名的乐器，欢唱着
充满异域风情的歌谣。
喀什老城区是新疆著名的国家 5A
级人文景区，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
生土建筑群之一，涵盖自然景观，遗址遗
迹、人文活动，每天早上会有庄重的开城
仪式。 对喀什古 城最 早 的 原 始 记 录 是
2100 余年前西汉张骞所作的。 在当时已
是颇具规模， 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
市场。 目前老城很好地传承了当地的民
俗文化，百姓宜居宜业，生活着约 22 万维
吾尔族居民。

借助现代舞台技术，以《霓裳羽衣舞》
为依托，将“诗、乐、舞”深度糅合，再现了
汉唐盛世的辉煌场景， 展示丝路文明的
灿烂繁荣， 西域的胡商和中华文明的激
情碰撞和东西方文化融合下汇集成的甘
州的独特文明。 该剧巧妙的将诗性、民
俗、民族相结合，现代、传统和神话混搭，
鲜活生动的情感细节、 诙谐生动的歌舞
表演将观众带入绝美的视听艺术盛宴。
传播古城甘州的文化底蕴的原创地方精
品歌舞 《甘州乐舞》 成为张掖旅游新名
片。
美观号专列报名请拔打下方各门店电话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品质 7 日游
10 月 22、28 月发团 ￥2880
精选景点：摩天轮夜市、大皇宫、东芭乐
园、清迈小镇、富贵黄金屋、4D 艺术馆、精彩
人妖秀、水上市场、沙美岛一天自由活动
特色美食：冬阴功汤、king power 国际自
助、绿光森林餐厅、H5 国际自助餐
住宿升级： 曼谷二晚泰式五星酒店、芭
提雅三晚海边泳池酒店

10 月 27 日、11 月 3、10、17 发团

保证三层以上观景阳台房；
保证火车中下铺；纯玩无购物
报名电话 87513310 报名电话 68068350 报名电话 81133540 报名电话
（广渠门）87750672 （公主坟） 68068290 （雍和宫） 18911666882 （北广报）
地址：海淀区西三环中路 17 号公主坟新
兴桥西北角新兴宾馆 1 楼 102 室（地铁 1
号线、10 号线公主坟站 A 口)

喀拉库里湖因湖水深邃幽黯， 故名
“喀拉库勒”（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 它
位处帕米尔高原上的慕士塔格峰脚下，
慕士塔格峰被誉为冰川之父， 海拔 7546
米,除了登山爱好者可能有些朋友不熟悉
慕士塔格峰，但大家肯定知道富士山，每
年都有大量的日本游客来此朝拜慕士塔
格峰， 慕士塔格峰就相当于放大数倍的
富士山！ 慕士塔格峰几乎是一座从下到
上由冰裹起来的山， 如不注意还以为它
就是一座由冰结成的山。 在卡拉库里湖
边上拍照留影， 背后是 7546 米的冰山之
父慕士塔格峰，即使不能登顶，对老朋友
来讲也是终生无憾了！

张掖旅游新名片 甘州乐舞

宜昌、三峡大瀑布、三峡大坝、
巫 山 小 三 峡、 丰 都 鬼 城 、 重 庆
（渣滓洞、白公馆、磁器口古镇、
洪崖洞） 双卧 8 日游

地址：东城区广渠门外大街名敦道广渠家
园 4 号楼 1901 室 (东二环广渠门桥东南
角，地铁 7 号线广渠门外站 D 口）

卡拉库里湖“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

地址：小街桥西南角歌华大厦南青龙胡同向西
150 米和咖啡一层(地铁雍和宫站 B 口；674 路
东直门北小街北口；特 12 外雍和宫桥东)

67158081
18911665308

地址：东城区安乐林路 18 号(北京广播电视
报社)214 室 （地铁 14 号线景泰站 D 口；公
交车 7 路、25 路安乐林站)

报名送相声
每天前 20 名报名美观专列的读
者， 可以花 2 元钱获赠价值 100 元，
由北京晚报读者俱乐部举办的“新兴
相声馆”专场演出票一张，您有机会可
以约到李金斗、 方清平等相声名家的
压轴演出，票数有限，先到先得！ 也可
2 元钱换购纽爱适智能老花镜一付。
还可 9 元申购 109 元会员金卡，终
身享受每次旅游减免 100 元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