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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重新定义“城市周边游”
北京游火了，山东游热了———

! ! ! !

“京沪高铁开了，北京游火了！”今年

夏天，“乘着高铁游北京”作为众多旅行

社的“头牌大菜”，让龙城暑期旅游市场

持续升温。随之而来的，是“旅游版图”的

改变：高铁的开通，将山东乃至北京等众

多远距离旅游目的地纳入了“华东周边

游”的范畴。

赴京游客翻番

常州国旅副总经理刘元丰告诉记

者，进入
!

月以来，通过该社前往北京旅

游的散客已突破
"###

人次，同比翻番，

且
$%#&

乘坐高铁出游。

记者走访各大旅行社时发现，“乘高

铁游北京”已从单一产品成长为系列线

路：“双高铁”、“一高铁一飞”的交通方式

搭配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再加上常规、

品质、纯玩、游学等旅游方式，形成很多

种不同种类、价位的组合。

常州青旅总经理崔君唯认为，高铁

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安全舒适。从旅途时

间看，从常州乘坐京沪高铁去北京，最快

只需
'

小时
('

分钟即可抵达，仅为过去

旅行时间的一半；最长也仅需
!

小时
)*

分钟，比过去缩短
"

小时左右，为游客节

约了旅游时间和费用。

来自途牛旅游网的监测数据显示，

“北京双高铁
'

日游”均价在
"$%%

元左

右，与同方向的飞机团价格相当，比过去

的“双卧团”高出近
'%%

元，但预订和咨

询的市民仍是络绎不绝，以家庭为单位

的“尝鲜团”占比突出，成为绝对主力。

!山东游"成最大赢家

京沪高铁全线纵贯京、津、沪和河

北、山东、安徽、江苏，沿途停靠
"'

个站

点，囊括了绝大多数华东旅游景点所在

城市。山东、河北、安徽等省的旅游资源

实现了从“温”到“热”的跃升。

以常州国旅为例，“乘高铁游青岛”产

品凭借良好的舒适性，一经推出就受到市

场追捧，很快还将推出泰山、曲阜、枣庄、

台儿庄等“高铁游”线路，其中相当一部分

旅游目的地都是京沪高铁开通后新增的。

在途牛旅游网上，从常州出发至山

东的高铁线路颇受青睐。网站度假产品

总监魏斌表示，京沪高铁不仅是一条纵

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连接

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区的“黄金旅

游通道”，沿线站点涵盖了
*

处世界遗

产、
$+

个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多主题、成

系列的线路，将呈现越来越丰富的多元

性和组合性。

城市!周边游"重新定义

京沪高铁作为旅游的“倍增器”，带

来了“
(

小时都市圈”的扩张，对城市“周

边游”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

常州春秋旅行社总经理孙晓东告诉

记者，以往人们所说的城市“周边游”是

指出游时间在
(

天之内的线路，一般出

发地和目的地单程时间在
(

至
)

小时之

间。以常州为例，“周边游”最远的城市也

就是杭州、连云港。乘火车去济南，过去

搭乘普通列车要一夜；
"%%*

年有了动

车，还得坐半天；如今乘坐京沪高铁，
(

小时就能到。原本至少
(

天的行程，现在

周末便可成行。京沪高铁开通后，北京、

上海可实现火车当天往返，由此带来的

最大改变就是“同城化”效应的加速，山

东成功融入了京沪“一日游”旅游圈，北

京烤鸭、上海本帮菜可一日享尽，真正实

现了“千里京沪一日还”，以往无法实现

的“远距离短期旅游”成为可能，游客的

出游时间大大节省，“一日游”、“周末游”

或将成为未来高铁沿线旅游业的显著特

征。 本报记者 崔奕 通讯员 杨华

京沪高铁沿线重要旅游资源

!

处世界遗产!

北京天坛"长城"明清皇宫"颐和园"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河北承德避暑山

庄及周围寺庙#山东泰山"曲阜孔庙$孔

府及孔林#苏州古典园林%

"#

个优秀旅游城市!

北京"天津"上海"廊坊"南京"无锡"

苏州"徐州"常州"镇江"昆山"济南"泰

安"济宁"枣庄"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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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17年的老人终于回家了
因与邻居争执，害怕“追杀”自己———

! ! ! !

本报讯 离家
$!

年、户口已被注

销的
+'

岁老人李茂乾，在市救助管理

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上星期终于随

儿子踏上了回家的路。

$!

年前，老人从湖南老家前往深

圳，探望正在打工的儿子。父子俩小聚

了几天，儿子李明贵便为老人购买了

返家的火车票，并将其送上了火车。谁

知，一别竟是
$!

年。

原来，老人去深圳之前曾与邻居

发生争执，脑海里竟然浮现出邻居追杀

自己的幻觉。因此，上了火车后，他并没

有回家，而是在广州就下了车，随后一

直在外漂泊。这
$!

年间，老人以打零工

和捡拾垃圾为生。期间也曾到过上海救

助站，但等到上海救助站通知其儿子去

接人时，老人却又不见了踪影。

近期，老人辗转来到常州，于
!

月

$$

日被好心人发现并报了警，警察将

其护送到了市救助管理站。

市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根据老人

所提供的信息，及时联系了其户籍所在

地湖南邵阳，并很快联系上了老人的儿

子。但是，老人与邻居之间的心结并没有

打开，对于回家依然恐惧万分，坚决不同

意让儿子来接回。为此，市救助管理站除

了照顾好老人日常饮食，还专门邀请了

心理咨询师来站为老人作心理辅导。

经过多次交流，老人终于放下“包

袱”，表示愿意回家与亲人团聚。

&承文菊 周茜 文
$

摄'

一名野钓者水中捞竿身亡
哥哥说他水性很好#警方分析可能是腿脚抽筋

10多斤的鲢鱼将抛竿拖入水中

! ! ! !

本报讯
!

月
"%

日早上，一名野钓

爱好者何某在软件园附近一处水塘内钓

鱼时，被一条
$%

斤重的大鲢鱼拖去鱼

竿，何某跳下水去捞鱼竿，结果在水中腿

部抽筋，溺水身亡。记者赶到现场时，尸

体已经捞上岸并运走。

在太湖东路靠软件园处，有一处水

塘部分被周边开发商改造成小区的景观

湖，但小区以外无人管理。由于这处水塘

之前曾是鱼塘，塘里鱼苗不少，钓鱼爱好

者经常会钓起大鱼。
!

月
"%

日早上
!

点

多，物业保洁员李阿姨正在小区内打扫

卫生，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叫“救命啊”。李

阿姨一看，在小区外的水塘中央，有一名

男子正在挣扎。由于李阿姨不会游泳，立

即叫小区保安一起想办法。保安带了绳

子，绕到小区外水塘边，和附近的钓鱼者

一起想办法施救，然而由于男子身处水

塘正中央，离岸边有
(%

多米，大家只能

眼睁睁看着男子沉入水中。

警方赶到现场后，组织人员将死

者尸体打捞上岸。警方查明，溺水者叫

何某，
((

岁，武进邹区人，家住新区百

草园。

据目击者高先生介绍，何某经常早

上到这个水塘钓鱼，当天早上
+

点左右，

何某一人带了好几根鱼竿来垂钓。他将

抛竿架好后，自己持手竿坐在岸边。没想

到，抛竿一下子动了起来，并且被拖入水

中。何某看着自己的鱼竿时浮时沉，上钩

的鱼拉着直往河塘的中心漂。他放下手

中的鱼竿，脱了衣服赶紧跳进了水。

何某游得很快，一转眼就离岸
(%

多

米了，眼看何某就要碰到鱼竿，他突然大

喊：“救命啊！”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他挣

扎了一下就沉入水底了。民警将何某的

尸体打捞上来的同时，那条勾着鱼竿的

大鱼也被附近的群众捡走了，目击者称，

那是一条大鲢鱼，长约
$

米左右，重
$%

多斤。

何某哥哥告诉记者，弟弟早已结婚，

儿子今年
*

岁。他平时帮人开车，工作不

忙。今年初迷上了钓鱼，还花
(%%%

多元

买了渔具。一个月前，何某就是在这个水

塘里钓起一条重约
*

斤的大花鲢，于是

对钓鱼更加热衷了。“弟弟水性很好，真

没想到会溺水。”

会水的何某怎么会突然沉入水底？

民警分析可能是腿脚抽筋所致。因为前

几天连日大雨，天气凉爽，水温低，岸上

和水里温差大，何某下水前没有活动身

体，跳进水里后不久腿脚就抽筋了，并沉

入水中，而他落水的地方是水塘的中间，

大约有
(

米多深。

&陈凯 胡越 江潇'

溧阳首届荷花展开幕

! ! ! !

本报讯 走，到凤凰公园看荷花

去！昨天，为期一周的溧阳市首届荷花

展在该市凤凰公园荷池旁开幕，吸引

大量市民前来品荷赏莲。

洁白如玉的白寿星桃、清新淡雅

的粉红莲、雍容华贵的千瓣莲，一盆盆

荷花争相竞放，形态婀娜多姿。每年夏

天，溧阳凤凰公园的荷池都会吸引大

批市民前来赏荷，今年偌大的荷池配

合从扬州等地引进的近千缸各色荷花

莲花，规模和效果更是不同凡响。据了

解，这近千缸荷莲中，品种荷花有
$)%

种，晚莲、睡莲
)!

种。

面对美景，很多摄影爱好者纷纷拿

出相机和
,-

，摄取佳作佳景。市民们

也表示，终于体验到了文人骚客笔下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的意境。&史裕华 陈君 陈荣春 文
$

摄'

我市两新生各获 10万元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颁发新生奖学金

! ! ! !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今年被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录取的北郊中学刘佳

伟和溧阳光华高级中学冷静，同时获

得该校
$%

万元最高新生奖学金。此

外，市二中的朱颖、武进高级中学的张

晨星、前黄高级中学的戚慧雯和何晨

莹均获得了该校
$

万元新生奖学金。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前身是有

“中国气象人才摇篮”美誉的南京气象

学院，其大气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

通讯工程专业，以及文科财会专业都

是优势学科，特别是气象学科综合水

平位居全国前列，在国际上有较大影

响。因此该校设有“世界气象组织区域

培训中心”，已为
$"!

个国家和地区培

养了
$"%%

余名中高级气象科技人员

和管理者。

今年，该校向我省学子提供了

"%%

万元新生奖学金。

&实习记者 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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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西南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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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今天最高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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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明晨最低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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