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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宗灿 河北武安 80 岁
入选理由 ：“云南是我的

故乡， 虽然以前去过大理、丽
江，但还想去一次。 此外，我们
打算在春暖花开时去泸沽

湖。 ”
特色景点：在云南这片红

土高原上 ， 有四季如春的昆
明 、有南诏大理 、有神秘圣境
香格里拉、有充满柔软时光的
丽江……泸沽湖，位于四川省

盐源县与云南省宁蒗县交界

处，蓝天白云，水天一色，清澈
如镜， 青山村庄相映湖中，分
不清哪里是天、 哪里是地，湖
面飘来的烟云让泸沽湖越发

神秘，宛如人间仙境。 泸沽湖
畔的摩梭人奉行 “男不娶，女
不嫁”的“走婚”习俗。

最佳季节：每年 3~10 月。
提醒： 湖景房非常紧张，

需提前预订。

������胡宝云 吉林长春 68 岁
入选理由：“吉林的冬天很冷，尤其想冬季

去吹吹海风、骑骑大象，体验一下异域风情。 ”
特色景点：清迈位于泰国北部，气候凉

爽，山青水碧，群山环绕，素有“北方玫瑰”之
称，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泰文化”“泰习俗”
“泰美食”。 冬季，泰国清迈的凉爽天气加上
独特风光，以及安康山樱花、普欣隆告国家
森林公园红枫叶美景等， 吸引众多游客前
往。 每年 11 月初的水灯节开幕式都会在清
迈的塔佩门广场举行， 民众可自发放天灯、
漂水灯。

最佳季节：每年 11 月~次年 4 月。
提醒：尊重当地习俗，尊重泰王室成员，

尊重佛教礼仪。 (据《快乐老人报》）

������李体坚 广东梅州 78 岁
入选理由： “作为旅游达

人， 去过五大洲的很多国家，
但缅甸作为佛国 ， 之前没去
过， 想去那里听梵音吃素餐。”

特色景点： 和东南亚其他
国家相比 ， 被誉为 “黄金国
度” 的缅甸拥有更纯净的佛教
文化和开发度更低的自然风

光： 仰光大金塔是缅甸最神圣
的佛教遗迹， 由 7 吨黄金打造
的大金塔表面装饰着成千上万

颗钻石珠宝； 位于印度洋海岸
的维桑海滩是亚洲排名第三的

海滩， 海滩连绵 15 公里， 堪

称未经雕琢的天堂； 佛都古城
蒲甘， 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佛
教遗迹， 可以在日出和夕照中
领略由层层叠叠的佛寺构成的

胜景……
最佳季节： 10 月~次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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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一 浙江东阳 76 岁
入选理由：“2017 年，我和

老伴去过湖南张家界、 凤凰、
韶山 ，山西五台山 、雁门关等
地 ，2018 年想去看看三峡大
坝， 体验三峡的一山一水、一
景一物。 ”

特色景点：长江三峡是重
庆十大文化符号 ， 长江三
峡———夔门是第五套人民币

10 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三
峡两岸崇山峻岭、 悬崖绝壁、
风光奇绝， 优美景区众多，其
中最著名的有丰都鬼城、忠县
石宝寨、云阳张飞庙、瞿塘峡、
巫峡 、西陵峡 、宏伟的三峡工
程等。

最佳季节：每年 4 月、5 月
和 9 月、10 月。

提醒：最好选择从宜昌乘
坐游船游览。 船上江风较大，
记得带上外套。

������李志强 广东广州 65 岁
入选理由：“绿草蓝天，景

色宜人。 ”
特色景点：内蒙古西北紧

邻蒙古和俄罗斯，是我国跨经
度最大的省份。 内蒙古旅游主

要由草原 、古迹 、沙漠 、湖泊 、
森林 、民俗 “六大奇观 ”构成 。
在呼伦贝尔、锡林郭勒两大草
原上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天苍
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美景。 内蒙古还是“一代天
骄 ”成吉思汗的故乡 ，境内有
不少的名胜古迹，如成吉思汗
陵、昭君墓、五当召等。

最佳季节 ：6~9 月是最佳
旅游季。

提醒：别忘了带墨镜和防
晒用品，最好带伞，晴雨两用。

泸沽湖

三峡

内蒙古

������田玉成 陕西西安 78 岁
入选理由 ：“黄河是母亲

河， 壶口瀑布更是让人震撼。
去年夏天， 儿子一家去了，因
为天太热 ，我没去 ，照片非常
壮观，所以，我也想去。 ”

特色景点：壶口瀑布是中
国第二大瀑布，世界最大的黄
色瀑布 。 黄河奔流至壶口一
带，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
狭如壶口，故名壶口瀑布。 瀑
布上游黄河水面宽 300 米，在

不到 500 米长距离内， 被压缩
到 20~30 米的宽度。 河水从 20
多米高的陡崖上倾注而泻，形
成“千里黄河一壶收”的奇景。
伴随瀑布出现八大奇观：水底
冒烟、旱地行船、霓虹戏水、山
飞海立、晴空洒雨、旱天惊雷、
冰峰倒挂、十里龙槽。

最佳季节：每年 10 月瀑布
水量最大。

提醒 ： 最好备一件厚衣
服。

������微信网友 “惜缘 ” 上海

53 岁
入选理由： “听说邮轮旅

游是最适合中老年人的， 想乘
坐邮轮去日本看樱花。”

特色景点： 日本一年四季
气候分明， 可以在同一地方欣
赏到四季不同的景色。 春天是
日本久负盛名的樱花盛开的季

节， 此时气温也最适合观光。
每年 10 月下旬， 从最北的北
海道一路往南， 满山遍野， 层
林尽染， 一直到 12 月的四国

为止， 秋景怡人。
最佳季节： 3 月下旬~4 月

中旬为最佳赏樱季 。 1 月下
旬， 本岛北部山原地区开始进
入樱花季， 是日本最早绽放樱
花的地方。

桂丽玲 江苏南京 60 岁
入选理由： “小时候爱听

《一千零一夜》 的故事， 去摩
洛哥是我小时候的愿望。 因为
这里孕育了 《一千零一夜》 中
一个个传奇故事， 这里更是有

着三毛笔下的撒哈拉。”
特色景点 ： 这是一片神

奇的土地 ， 热情的撒哈拉沙
漠 、 蔚蓝的大西洋海岸 、 白
色的卡萨布兰卡 、 红色的马
拉喀什 、 魔力十足的菲斯老
城 ， 在动静之间呈现出完全
不同的魅力。

最佳季节 ： 3 月中旬 ~5
月最佳， 其次是 9~11 月。

提醒 ： 除了比较有保障
且价格合适的青旅以外 ， 还
可以体验一晚具有当地特色

的民宿。

唐红 山东蓬莱 66 岁
入选理由 ：“我想去地中

海，因为克罗地亚有着‘地中海
的明珠 ’ 的美称 ， 还被评为
2017 年欧洲最佳旅游地。 ”

特色景点： 克罗地亚的首
都为萨格勒布，这里有马可·波

罗故居、萨格勒布大教堂、戴克
里先宫等古迹。 克罗地亚海上
风光十分迷人。 这里有多达一
千个岛屿、暗礁和悬崖，不仅在
数量上非常惊人， 而其所形成
的独特风光也非常美丽。 不得
不提的是， 布拉奇岛上的三角
海滩， 是由潮汐和风向形成的
以白色鹅卵石为主的海滩。

最佳季节：每年 4~9 月。
提醒：带够欧元现金，大多

数住宿吃饭都是现金交易。 购
物有时间限制， 星期六营业半
天，周日休息，一些景点也会这
样。

日本

摩洛哥

克罗地亚

缅甸

泰国清迈

新

的一年开

始了 ， 当大家
都在朋友圈刷自己

18 岁的照片时，有没有想
着也来刷一刷自己新一年的旅

游小目标呢？ 无论 2017 年的旅程走
了多远，在 2018 年开年也要给自己
定个小目标，来一场期盼已久
又诱惑力十足的旅行，让
整个 2018 年收获
满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