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烟雨雨京京城城赏赏景景有有佳佳处处

■周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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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随着暑运即将到来， 天津机场
将迎来旅客出行的高峰， 预计今年
暑运天津机场运送旅客量将达３６５
万人次， 同比增长１８.３１％。 根据暑
运期间旅客的出行需求以及市场情
况， 天津机场计划新开及加密２０余
条航线。

国内方面天津机场将陆续开通
天津—夏河—重庆 、 天津—连云
港—南宁、 天津—张家界—绵阳、
天津—桂林、 天津—大连、 天津—
南昌—北海、 天津—兰州、 天津—
长沙、 天津—宁波、 天津—西宁、
天津—海拉尔、 天津—呼和浩特、
天津—长白山等方向的航线航班。

国际方面， 天津机场将陆续开
通天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 、 天
津—马来西亚沙巴、 天津—越南岘
港、 天津—日本札幌、 天津—泰国
曼谷 、 天津—俄罗斯海参崴 、 天
津—俄罗斯莫斯科、 天津—俄罗斯
伊尔库兹克、 天津—俄罗斯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等方向的航线航班。

据介绍， 今年暑期客源仍以旅
游、 探亲、 学生及商务为主， 主要
客流预计还将集中在除上述航线外
的上海 、 广州 、 大连 、 青岛 、 成
都 、 西安 、 桂林 、 大理 、 西双版
纳、 乌鲁木齐、 长白山等国内城市
和东京、 大阪、 新加坡、 曼谷、 芽
庄等国际城市。 据新华社

天津机场暑运期间
将新开加密20余条航线

什刹海赏雨品古意
什刹海位于北京城中心区域， 与中

南海水域一脉相连， 是北京内城唯一一
处具有开阔水面的景区 ， 燕京胜景之
一， 被誉为 “北方的水乡”， 落雨的景
色别有一番风韵。

雨中沿着湖岸缓缓而行， 但见桥街
相连， 依水筑屋， 柳依绿映。 站在银锭
桥上凭栏远眺， 看雨点在水面溅起层层
涟漪， 那临湖的水阁， 古色古香， 雾气
蒙蒙中颇似江南水乡 “小桥、 流水、 人
家” 的古朴景致。

黄昏时分到什刹海听雨， 细雨婆娑
中仿佛让人进入梦里仙界。 烟雨之中，
听流水低吟， 可赏舟影波光， 多情的雨
把什刹海之美渲染得淋漓尽致， 古意犹
存， 使人品味不尽。

陶然亭听雨多悠然
陶然亭位于京城西南部， 素有 “都

门胜地” 之誉， 清康熙三十四年 （公元
1695年） 工部郎中江藻建造， 取唐代诗
人白居易 “更待菊黄家酿熟， 与君一醉
一陶然” 之意， 取名 “陶然亭”。 今日
之陶然亭由东湖、 西湖、 南湖和沿岸七
座小山组成， 名亭荟萃， 造型各异。

雨中的陶然亭， 清旷优雅， 仿佛被
披上一层薄纱， 如梦如幻。 虽在都市之
中， 但另有一份宁静。 小坐于古亭下，
远近的景致在细雨中呈现着墨绿色， 极
富生机。

沿着绿荫漫步 ， 时而雨丝掠过脸
颊， 带来丝丝凉意。 收伞独立于湖畔，
深深吸一口清凉的湿气 ， 顿觉满心清
爽。 在此不仅仅是赏雨， 还可以怀古，
而慈悲庵内禅意浓郁， 置身于此， 让一
颗心在这里归于宁静， 就仿佛游离了尘
世的喧嚣与纷杂。

紫竹院里静听雨声
紫竹院位于京城西北部， 因明清时

期庙宇“佛荫紫竹院”而得名，园中有大
小湖泊三个，两座小岛，五座拱桥把湖、
岛 、岸连在一起 ，桥 、廊 、亭 、榭 ，点缀其
间，大小竹林布满院中，以竹造景 ，以竹
取胜，举目而望，皆为风景。

落雨的紫竹院既幽静又润人心脾 ，
走在湿湿的石路上， 使人被眼前的雨景
所陶醉。 雨中的竹林， 烟雾云絮， 千滴
万滴的雨 ， 伴着竹叶的轻舞悄悄地飘
落， 洋洋洒洒。 穿越雾霭轻笼的竹叶，
抬头望天， 雨在竹林的上空密织成丝，
似缈缈乳烟， 梦幻而清晰。

漫步于幽静的竹林之中， 空中弥漫
着湿润的气息 ， 沉浸于那一片清谧之
中， 听如歌如泣的雨声。 竹林听雨， 给
人一种安详 ， 营造一种心境 。 竹林听
雨， 韵在雨中， 曲在心中。

颐和园赏雨景致多
颐和园为京西 “三山五园 ” 之一 ，

著名的皇家园林， 主要有三处赏雨的好
地方。

一为长廊， 位于昆明湖北岸之间 ，
长一里许。 落雨之时， 徜徉于此， 时而
听淅淅沥沥之雨声， 如瑟如筝。 时而观
雨水珠沿着瓦楞而下， 如涧溪涌流， 景
致极为惬意。 向北而望， 佛香阁掩映在
雨幕里； 向南远眺， 西堤六桥在雨色中
时隐时现。

二为景福阁，位于万寿山东部，是当
年慈禧赏雨的地方。 烟雨蒙蒙之时，别有
一番情致。 平日环阁绿树，浓荫蔽日，遇
雨则烟自树发，四面云起，此时的景福阁
犹如仙境中的楼台，真切而缥缈。 静静地
聆听着雨声，万颗珠玉轻打树叶，空蒙之
中能使人悟出些许的禅意。

三为昆明湖， 雨中泛舟于水上， 尽
赏天水一色的景致 。 那湖中的三座小
岛， 如东海的蓬莱、 方丈、 瀛洲， 时隐
时现， 给人一种误入仙境之感。

香山沐雨满目清新
位于京西的香山， 自金元时已为皇

家园林， 也是赏雨之佳处。
落雨之时沿着山道拾级而上， 沐雨

山林之中， 自有一份情趣与韵致。 透过
雨幕， 但见山路边被雨水洗涤过的绿树
青竹， 尤为郁郁葱葱。

于半山亭中静坐片刻， 听雨赏雨 ，
对大自然的赐予另有一番领悟。 登上香
炉峰之巅， 极目远眺， 仿佛空气安静得
有些凝固。 雨沐心中， 情随景牵， 雨使
人如梦如幻， 雨也使人变得从从容容。
大山在雨的洗涤中满目清新， 人在雨的
洗涤中满心亮丽。

独自一人站在雨里， 品味着湿漉漉
的景色， 享受着天地间只属于一个人的
清净 ，悠然而 充满谐趣 ，清晰而 别 有
浪漫。

胡同赏雨最富京韵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古老街巷 ，

始 于 元 代 ， 胜 于 明 清 ， 古 有 “大 胡
同三千六， 小的多如牛毛” 之说， 其悠
长、 幽静、 久远， 承载着古都之风华。

雨中的胡同迷蒙幽深， 被清雨洗净
后的青砖灰瓦， 愈发的古朴而凝重， 还
原了固有的历史本色。 烟袋斜街、 南锣
鼓巷、 金鱼胡同、 戏楼胡同……数不尽
的街巷， 品不够的雨中京韵。 古老的胡
同， 虽然有些破旧了， 但是依然可以看
到很多昔日的肌理， 想见得出当年的精
致与奢华。

置身于雨中的胡同一隅， 赏雨幕营
造的幽静之景， 听雨所交织出的悦耳之
声， 忽然感到狭窄而悠长的胡同便是一
幅画、 一首诗， 这是在其他任何地方也
欣赏不到的独有风景。

总感觉落雨的江南才是
最美的， 其实， 盛夏的北京
也是多雨的时节， 烟雨中的
京城另有一番景致 。 此时 ，
携一二知己， 或独自找一处
景观， 看细雨绵绵， 听雨声
淅淅 ， 心中平添几多惬意 。
这个夏天， 我们一起在京城
赏雨吧……

随着中国人旅游消费升级与消
费观念转型， “旅购” 尽管火爆，
但其热度与往年相比有所降温， 中
国消费者更加趋于理性， 旅游消费
逐渐从 “购买商品” 转向 “购买体
验” 等特点上。

近日， 自由行服务平台蚂蜂窝
旅行网联合银联智惠发布了 《中国
人的旅游消费账单： 全球旅游消费
报告２０１７》， 报告基于双方大数据，
对２０１７年中国游客在境内外的消费
现状与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报告
显示， 逐渐冷静的境外消费市场与
逐渐成熟的消费者， 构成了２０１７年
以来旅游大消费的最显著特征。

报告指出， ２０１７年１至４月， 中
国游客境内外购物消费金额与去年
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但与此同时，
中国游客在文娱项目上的消费大幅
增加， 其中， 境内人均文娱消费同
比增长达３３４％。

专家表示，此消彼长，旅游购物
消费总额的下降并没有带来市场的
萎缩， 而是消费结构的全面升级与
健康发展。 蚂蜂窝大数据显示，６８％
的年轻消费者会在出国前提前查好
目的地什么值得买， 会参考他人的
推荐和使用体验。 此外， 跨境电商
的全面兴起是促使购物消费总额下
降的另一重要因素。 据新华社

我国旅游消费逐渐从
“购买”转向“购买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