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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芽庄 5天1599起 / 俄罗斯6天5799起

威尼斯号邮轮 上海-冲绳-上海5天
2099起

日本/泰国6天 3999 / 2899起

新加坡马来西亚6天 2599起

宿务薄荷5天 2999起

奥匈捷斯9晚11天 8999起

阿联酋7天 9999起

澳凯墨11天 15999起

瑞士法国13天 23300起

常州凤凰公园揽月湾1日 / 泰州海军纪念馆溱潼古镇1
日 / 泰州古银杏公园口岸雕花楼1日 99起
宜兴博物馆青龙山公园1日 99起
长兴月亮湾+3D彩绘村1日 128起
上海奇迹花园召稼古镇1日 128起
象山3日 458起 / 宁国3日 498起

厦门4日 2350起 / 九寨沟6日 2650起
张家界5日 1880起 / 桂林双飞4日2790起
北京飞高5日 2390起 / 昆大丽6日 2680起
贵州（黄果树、天星桥、青岩古镇）云南（昆明、丽江、大理洱
海、石林、楚雄）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刘少奇故居）专列
12日 2780起 / 山西全景双卧8日 1299起

搜索“无锡假日国旅”官网：www.wxhits.com总部地址：中山路215号恒通大厦7楼（八佰伴斜对面）

签证一部 82739100 宜兴门市 80389282 江阴门市 86201183 禾嘉门市82726188
洛社门市 83303040 官林门市 13812242009 勤新门市 13665151650 天猫门市 13771850084

咨询热线咨询热线：：8273856682738566 8273910082739100

红嘴鸥归来！
滨湖四季观鸟指南

冬天转眼就到，对于那些喜欢观鸟的人可是最
开心的季节，因为这个时间，许多候鸟要从西伯利亚
来中国过冬。无锡人的老朋友——红嘴鸥也如期而
至，鼋头渚、影视基地、蠡湖水域都已经发现了它们翩
翩飞舞的身影。这些年来，太湖和蠡湖的生态环境
与水质越来越好，鱼类及水生物吸引来大批鸟类，许
多鸟类就停留下来，把滨湖作为它们的过冬栖息地
啦。不仅仅是冬季，滨湖全年都可以观赏到这些飞
舞的小精灵。喜欢鸟类和喜欢拍鸟的朋友，赶紧来
看看这份滨湖四季观鸟攻略吧。

春暖花开 赏雀鸟 春天是观察鸟儿们筑窝繁
殖的最佳季节，少见的翠鸟、蜂鸟等也时不时会在
滨湖出现，成为锡城鸟类摄影人的基地。无锡梅
园、管社山庄、蠡园都是春季赏鸟的好地方。精致
小巧的红头长尾山雀，红嘴蓝鹊、小翠、红尾歌鸲、
绣眼……在枝头点缀了整个春天。

夏日荷塘 赏黑天鹅 夏日，在江南大学、鼋头
渚景区、蠡园西施庄，你都能看一群“黑朋友”在碧
波荡漾的湖水中嬉戏，伸着长长的柔软脖子，舞动
着，跳跃着，有时俯身喝水，有时伸展翅膀，嬉戏着，
追逐着，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秋高气爽 赏白鹭 三国城水浒城到了秋季，山
脚下太湖边都是白色的芦苇荡，一群白鹭从芦苇上
空飞过，真的好想拍下那美丽的瞬间。白鹭加持，
无锡影视基地秋色更胜一筹。三国城吴营水寨内
白鹭戏水，觅食嬉戏，或展翅入云端，或俯冲入碧
水，在太湖碧波里留下点点靓影。

冬日暖阳 赏红嘴鸥 去鼋头渚，只要你坐上
去三山岛的游轮，成群的红嘴鸥会为你一路伴随。
目前，湖面上的红嘴鸥数量已经达到了上千只，预
计随着气温逐渐降下来，红嘴鸥数量还会继续增
多，甚至可以达到上万只。

近年来，滨湖良好的生态和水环境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鸟类，成了一道活跃灵动的风景线。就让我
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来滨湖观鸟吧！ （吕悠）

经过一年多筹备、投入巨资改造的
目前全国最大规模的双面呢一级货源
地——无锡东港双面呢交易市场于今
年五月份在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正式
投入使用。该市场占地100亩，总建筑
面积 10 万平方米，可停放机动车上千
辆，现已入驻全国各地著名厂商近500
家，品牌有莛攸、非凡之恋、梦燕、金莱
威涛、宜卡、菲尔格、爱睦、国奥、雪登堡
等200多个。是目前国内单体最大、性
价比最高的双面呢服装专业市场，上万
款时尚靓丽的双面呢服装适合不同年
龄层次，实现了从物美价廉的亲民产品
到中高端产品和定制款式的整体覆盖。

市场内呢绒产品信息发布、电子商
务、秀场直播、美食小吃、游客体验中心
等一应俱全。上万款时尚靓丽的双面

呢服装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需求，实现
了从质优价廉的亲民产品到中高端产
品和现场定制款的整体覆盖。双面呢
服装市场不仅仅是一个购物中心，更是
一道令人眼花缭乱的靓丽风景线。

无锡市东港镇是“中国著名民族品
牌”红豆集团和“江苏最美乡村”山联村
的所在地。东港民间妇女的刺绣、花边
产品久负盛名，曾是我国外贸收购出口
的优质产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东
港镇诞生了一批生产服装的著名企业，
而“双面呢”在这块有着服装制造深厚
底蕴和渊源的土地上更是一枝独秀。
截至目前，东港全镇已拥有红豆等 20
家上市挂牌企业，有300余家从事服装
和双面呢生产企业。东港镇已成为全
国双面呢产业总部基地和行业标杆。

贡湖水韵广场位于南湖大道最南端，南邻太湖，北接贡湖湾
湿地，西侧可延伸至许仙港，东侧可达小溪港。广场漫步，湖风柔
柔吹过面庞，烟波浩渺，水天相接，是赏太湖风光的绝佳位置。水
韵广场因其交通便利，风景秀丽，还曾数次作为大型活动的起终
点，是全民健身活动的理想场所。

贡湖湾水韵广场旁边的湖面上，停泊着五艘五桅帆船，当夕
阳西下的时候，太湖的湖面波光粼粼，五桅帆船上的风帆迎着夕
阳高高举起，一片渔舟唱晚的美妙景象。随着无锡的发展，太湖
木帆船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然而，它所承载的太湖流域文化始终
源远流长，为我们所纪念和传承。

作为“生态新城示范区、科技创新先导区、现代产业引领区、
高端人才集聚区”的太湖新城，经过十年的建设发展，已经拥有快
捷方便的交通地理优势、生态宜居的环境优势、较为完善的功能
配套优势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优势。在大力推进生态景观和
旅游休闲配套建设的同时，新城重点突出对山水资源的保护和开
发，突出无锡本土元素的挖掘和彰显，并积极引进一批重点旅游
项目，加快发展休闲旅游和运动健康产业。 （文佳）

2019文旅融合进社区专题报道

旅游跨界企业“东港双面呢市场”

贡湖湾赏水韵帆影

五桅帆船距今已有几千年历史，曾经是江南一带渔民的重
要劳作工具，是太湖渔文化的代表，然而，目前太湖上这样的
渔船已经不多。无锡老百姓以及广大的游客朋友想要近距离
感受太湖渔文化，可以前往太湖新城贡湖湾水韵广场一探究
竟。

由无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无锡市旅游
业协会主办的“缤纷周末·惬意生活”2019文旅
融合进社区系列活动已于上周圆满结束。此次
文旅融合进社区系列活动中，有多家旅游跨界
企业的展位特别引人注目，本期小编为大家介
绍无锡工业旅游示范点东港双面呢市场。

东港双面呢展位在文旅融合进社区活动现场东港双面呢展位在文旅融合进社区活动现场

太湖国旅太湖国旅 散客：66882581 66882582 团队：15861448758
地址：清扬路27号永丰大厦1702室（近清扬路家乐福）

甪直古镇 孙武纪念园一日 50
（送鸡蛋60个 牙膏 洗衣液 香皂各1件）
宜兴东坡书院 青龙山公园一日 99
（送活鹅1只 鸭蛋20个）
兴望文化园 白塔村 崇恩寺 一日 99
（送农家鸡蛋100个 大米10斤）
5A虎丘景区 隆力奇小镇一日 99
（送深海带鱼20斤）
西山雕花楼 隆力奇小镇一日 99
（螃蟹15只2.5两左右 方便面24包）
溱潼古镇 古罗塘一日 99
（送现杀活鹅1只8斤 大米10斤）

泰州稻河古街 海军纪念馆一日 （送大豆油10斤 珍珠米10斤）99
明清蜀山古镇 东坡书院一日 （送1箱深海带鱼20斤）99
泰州古银杏公园 口岸雕花楼一日 （送农家鸭蛋100个）99
龙背山公园 南山古街一日 （送羊腿4条 整羊蹄2个 青萝卜10斤）99
苏州景福园 地质博物馆一日 （送1箱深海带鱼20斤）99
千佛山 龙天小镇 青瓷博物馆 崇仁寺 畲族婚嫁表演3日 299
5A江郎山 药王山 廿八都 戴笠故居 清漾毛氏村3日 含餐.门票 298
九华山主景区 万安古城 屯溪老街 茶叶博物馆3日 含餐含门票 398
5A秀水千岛湖 城中湖 梦姑塘氧吧 天屿观岛 仙草小镇3日 299
鼎湖峰 芙蓉峡 朱潭山 小赤壁 倪翁洞 云和梯田3日 含餐.门票 299
磐安百杖潭 灵江源森林公园 榉溪古村落 乌石村3日 含餐.门票339
盐城施耐庵故里 千鹤湾温泉 荷兰花海 安丰古镇3日 含餐.门票398

井冈山 红色集中营 漆工镇 怀玉山 重走红军路5日 含餐.门票299
5A神农山大峡谷 天界山 八里沟 云台温泉 开封4日 含餐.门票399
北京 故宫天安门长城颐和园天津河北山东6日 报名立减200元599
重庆 云阳天下龙缸 重庆城 酉阳桃花源 乌江画廊 恩施女儿城7日 890
张家界森林公园 黄龙洞 千古情 土司城 芙蓉镇 凤凰古城 苗寨5日 899
山西 五台山 悬空寺 云冈石窟 雁门关 乔家大院 平遥古城 8日 1299起
东北 哈尔滨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中国雪乡双飞6日 2299
江西 宜春 华夏第一富硒温泉 温汤小镇 温汤古井养生休闲9日 1680
恩施 恩施大峡谷 腾龙洞 大清江 恩施文化中心 女儿城双动5日 1499
海南 三亚 蜈支洲岛 南山文化苑 天涯海角 天堂公园 椰田古寨5日 1980
四国 南宁 下龙 版纳 老挝 昆明 缅甸 越南 南宁 双卧14日 1699
日本 大阪 京都 东京 富士山 浅草寺 心斋桥双飞6日 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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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鼠年挂历到了，欢迎来领取！
年底充值有好礼相送，欢迎前来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