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第六次
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上等
级图书馆名单， 北京房山区文化活动中
心 （房山区图书馆） 被评为国家一级图
书馆。

房山区图书馆新馆建筑面积15840
平方米 ， 馆藏文献总量65万册 （件 ），
其中普通图书40万册， 电子、 视听图书
25万册 （集 ）， 实行全年365天免费开
放 ， 每周开放70小时 ， 是一个环境舒
适 、 服务功能齐全 ， 集传统型 、 数字
型、 多功能、 先进性、 开放性于一身的
现代化图书馆。 自2016年12月31日开馆
试运行以来， 共接待到馆读者851427人
次， 图书借阅册次369637册， 办理联合
读者卡19621个。

除传统借阅服务外， 房山区图书馆
还向社会公众提供多种类型、 多层次的
文化服务， 常年开展公益讲座、 举办展
览、 阅读宣传等多种形式的读者活动，
举办图书轮换、 国学讲堂、 世界读书日
大型诵读等系列社会阅读推广活动， 满
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 丰富了社会公众
的文化生活。 （ 肖楠 吴付云）

中秋 、 国庆即将来临 ， 节日期
间， 内地消费者前往澳门旅游人数会
大量增加。 为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在澳
门旅游购物的消费权益， 中国消费者
协会和澳门消费者委员会联合发布赴
澳旅游 “消费锦囊”， 为消费者保驾
护航。

锦囊1 参加正规旅行社

为保障人身安全 ， 避免权益受
损 ，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 参加有
《出境旅游业务经营许可证》 和 《营
业执照》 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 慎
防低价的旅行团可能是一些 “购物
团 ”。 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 ，
需看清合同中是否列出交通安排、 入
住酒店 （名称或星级 ）、 旅游景点和
有无购物安排等， 并要求提供澳门地

接旅行社的名称。 出行前也要购买旅
游保险。 抵澳后， 尽快核实地接旅行
社是否为原旅行团所安排， 地接导游
是否配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
发出的导游工作证， 并注意入住的酒
店是否合法经营 （可登入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旅游局网站查实）。

如旅途中发生任何问题， 可利用
以下途径寻求协助： 如投诉旅行社 ，
可致电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
(853-28333000) 或旅行社网上投诉 ；
如遇到消费问题， 可拨打澳门消委会
电话服务热线 (853-9889315)、 澳门
消委会官网投诉服务或微信公众号中
的 “维权申诉”。

锦囊2 选择 “诚信店” 购物

消费者可选择在澳门消费者委员

会认可的 “诚信店” 商家购物， 可以
获得更好的保障。 “诚信店” 标志的
年份必需是当年年份 ， 资格才被确
认。 诚信店名单及详细资料可以浏览
澳门消委会网页， 或关注消委会微信
账号。

锦囊3 记得有跨区仲裁服务

当发生纠纷时， 可通过澳门消委
会消费争议仲裁中心提供的快捷、 公
平的调解及仲裁处理， 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消委会辖下的消费争议仲
裁中心专门处理金额在50000或以下
澳门元(折合约41000人民币)的消费争
议， 内地消费者返回原居地提出消费
申诉后，如争议无法解决，可通过仲裁
中心解决与商号的争议。

本报记者 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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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2018七都太湖开捕节
吸引八方游客

浩渺的太湖湖面上， 一艘满载美食
的龙舟宴热闹开席。 近日， 由江苏省太
湖渔业管理委员会、 吴江区旅游局、 吴
江区农业委员会、 吴江区七都镇人民政
府主办的 “2018七都太湖开捕节” 在七
都亨通太湖湿地公园拉开帷幕， 活动以
“渔乐太湖 趣吃七都” 为主题， 展示太
湖渔文化， 吸引了大批游客。

只见这艘总长近20米的龙舟饰以祥
云， 龙舟上摆满了来自太湖的湖鲜： 冰
醉小龙虾、 清蒸河鳗、 红烧巴鱼、 盘龙
黄鳝……一席丰盛的龙舟宴让吃货大饱
口福。 同时， 主舞台上的好戏也轮番上
演， 木偶昆曲、 国学诵读等极具特色的
节目展示了七都 “太湖国学音乐小镇”
的韵味， 而后举行的鱼王拍卖则让活动
的氛围达到了最高潮， 2018年七都太湖
开捕节 “鱼王 ” 拍卖最终以1000元成
交， 买家拍下后将 “鱼王” 放生太湖。
此外， 为游客打造的 “漫游七都” VR
全景地图也进行了首发。 游客可在线实
景游览七都， 详尽的食宿游玩攻略一网
打尽。

七都美景不仅引来众多观光客， 也
引来了致富 “金凤凰”。 据了解， 吴江
游客服务中心七都分中心项目、 南公堤
生态化改建工程、 迷笛综合体项目等重
点项目如火如荼进行， 这些项目不仅完
善了旅游功能， 也推动工业生产、 旅游
观光等产业全面融合。

本报记者 张江艳

探访丽江玉水寨
玉水寨距离云南丽江市区仅十余

公里， 平均海拔2700米左右， 以风光
秀丽的自然之美和神奇独特的东巴文
化著称， 被誉为 “东巴圣地， 丽江之
源”， 是国家AAAA级景区。 最先惊艳
到我的， 就是这一脉 “玉水”。 我不
知 “玉水” 的由来， 猜想应该与玉龙
雪山有关， 与冰清玉洁的水质有关 。
被称为 “三叠泉” 的瀑布群， 一个有
一个的高度， 一个有一个的形态， 唯
一不变的， 是它们勇往直前的姿态和
玉洁冰清的品质。 触摸它， 有玉的质
感， 有石的温度， 冰凉清爽， 沁人心
脾。 目及之处， 无杂质， 无泥沙， 清
澈透明， 清晰地倒映着蓝天白云和熙
熙攘攘的人流。

与灵动的水相映成趣的， 是水潭
里的鱼群。依我的思维和经验，这高原
下的冰雪融化之水，冰凉彻骨，应该不
会有鱼类生存。可这里的好多水潭中，
都有大量的鱼群在游动，大的小的，黑
的金的，静止的，小憩的，嬉戏的，打闹
的，俨然是一个世界，一个江湖。我对
鱼类没什么研究，不知其种类，亦不晓
性情。 但见这些鱼， 常年与游客打交

道，见了游客 ，不仅不逃 ，而
且还一起围过来， 像是在亲
近你，又像是在迎接你。一时间，水面
激起无数涟漪，游人纷纷抢拍，生怕遗
漏了这一精彩的瞬间。 这些鱼儿就像
峨眉山的猴子，与游人十分亲近，是游
人眼中的一道风景。

玉水寨是东巴教的圣地。 根据导
游介绍，东巴文化主要包括东巴文字、
东巴经、东巴绘画 、东巴音乐、东巴舞
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 纳西
族把熟练掌握东巴教知识、 技艺和从
事宗教活动的人叫做“东巴”。 “东巴”
用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书
写了三万多册的宗教典籍 “东巴经”，
详细记录了天文、地理、医药、文学、音
乐、舞蹈、绘画、雕刻、礼仪、民俗和伦
理道德等方方面面， 被誉为纳西族的
“百科全书”，堪称世界奇迹。 2003年，
东巴古籍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古老神秘的东
巴文化， 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南来北往
的游人，广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尊高8米的铜胎镀
金人面蛇身像， 暗含人与自然是不可

分割的兄弟，理应和谐相处之寓意，是
纳西族人心目中的保护神———自然之
神。 神像一侧，石碑上刻有“丽江源”字
样， 让我想起初来丽江古城时看到的
“家家流水，户户垂柳”的奇观。 没想到
滋润古城的灵秀之水竟来源于此 ，我
不禁对这水又多了一些敬意。 祭天场、
神门、东巴画廊、东巴壁画廊、东巴文
物馆、 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文献纪
念碑等景点，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
人们展示了神秘的东巴文化的魅力和
内涵———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社会、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合”关系。
其 “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多做善
事，戒除恶行”的主旨，受到了世人的
推崇和关注。

玉水寨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神
秘的东巴文化， 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
心。 走出玉水寨， 人们仿佛接受了一
次洗礼 ， 敬畏自然 ， 爱护环境的情
怀自心底油然而生 。 愿丽江玉水永
远冰清玉洁 ， 愿东巴文化永远熠熠
生辉！

中消协发布“澳门游”消费锦囊

随团旅游 参加正规旅行社

■■旅旅游游提提示示

房山区图书馆
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从玉龙雪山下来， 准
备返回丽江古城。 途中，
导游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新
的景区———玉水寨。 但见
一脉美水清凌凌 ， 银闪
闪 ， 直扑眼帘 ， 美得自
然， 美得惊艳， 称为 “玉
水” 果然是名不虚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