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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自上周由南阳海外国际旅行

社、南阳老旅委推出“百名中老年

人国庆包架飞机去欧洲”大型活

动，10月 1日出发，获得热烈响

应，短短几天内，欧洲第一团已报

满，第二团现已开始接受报名，畅

游东西欧大全景—法国浪漫之都

巴黎，德国，意大利—威尼斯、佛

罗伦萨，瑞士—琉森、阿尔卑斯雪

山，卢森堡，新增奥地利音乐之都

—维也纳，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最

美城市捷克布拉格全景7国15日

游，诚邀法国领事馆来南阳做欧

洲移动指纹，不用东奔西走，为中

老年人量身定做，白班机直航欧

洲，避免旅途劳累。市场价9999

元，8月 20日前报名，2人同行直

降1000元/人，仅需8999元。

同时还推出嗨翻南半球—澳

大利亚、新西兰十一日，畅游悉尼、

墨尔本、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奥克

兰等，10月16日发团市场价9999

元，8月 30日前报名，2人同行直

降500元/人，仅需9499元。

南阳老旅委是目前南阳地

区专业的中老年旅游机构，坚持

品质团队，所有团队均独立成

团，行程独立设计，自己上领队，

截至目前已有数千名中老年人

跟随老旅委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凭报纸电话或上门咨询，即

送价值18元颈椎枕一个，报名成

功，送神秘大礼包一份。⑦1

报名地点：

1.梅溪路 70号原东方红电

影院对面（中原国旅院内一楼老

年旅游协会）

18803778800 亚 玺

17837782121 高 丛

2. 人民北路南航大厦院内

三 楼 嘉 乐 华 俱 乐 部

15737733009 文 静

17698877901 王 乐

南阳路仕达国旅联合南阳

康辉国旅推出 9月 9日西北五省

（区）12天空调专列游，2980元/

人起，畅游甘肃（敦煌莫高窟、鸣

沙山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平

山湖大峡谷、大佛寺），新疆（天

山天池、吐鲁番葡萄沟、坎儿井、

火焰山大峡谷+千佛洞、哈密魔

鬼城、回王府），宁夏（沙坡头、金

沙岛、黄河楼），西宁（青海湖），

内蒙古（通湖草原）等 8月 20日

前 100元抵 500元。另：9月 6日

西北五省+喀纳斯空调专列 16

天游，3480元/人起，8月 20日前

100 元抵 500 元，同时赠送价值

200元的驼铃葡萄酒。

秋季的东北凉爽舒适，是秋

季出行热门线路，9月 10日直达

漠河的东北专列。山海关北戴

河、哈尔滨、漠河北极村、吉林长

白山、海拉尔、中俄边境满洲里等

13天 2280元起（非空车）。您可

选择升级为空调车，2780元起，

还有舒适的软卧四人包厢。

9 月 7 日、18 日、22 日日本

郑州直飞双飞7日游 5980元，一

价全含，无任何附加费。9月 16

日 北 海 道 +本 州 纯 玩 10 日 游

14800元，8月 16日前报名立减

1000 元。11 月份，郑州直飞俄

罗斯四星 8日游原价 5499元，8

月 20日前报名会员价3999元起

（不含小费 800 元）。11月 2日、9

日团期价格 4199 元，11 月 16

日、23日团期价格为 3999元，当

地四星标准住宿。⑦1

咨 询 电 话 ：61508001

18530677152 18803778822

地址：1.南阳市七一路怡博

花园二楼（建行楼上）

2. 南阳

市新华东路

194 号康辉

旅游

9月9日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专列，2980元起
9月 10日直达漠河的东三省呼伦贝尔专列，仅2280元起

步入八月，天气炎热，空调、

wifi、西瓜才是现在最需要的，

但 整 天 待 在 空 调 房 也 不 是 个

事。今天给大家推荐五处适合8

月避暑的国家森林公园。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占地

1506公顷，植株主要为热带常绿

雨林和热带半落叶季雨林，因电

影《非诚勿扰2》在此取景成为游

客到三亚的必去地。园内沿途

树木繁多葱郁，古榕树、百年古

藤随处可见，登至山顶可以将亚

龙湾尽收眼底。“过江龙索桥”是

公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走

在索桥上，看着远处蓝天白云下

连绵起伏的山峦，四周被绿色围

绕，心情舒畅，也如其名一样，置

身其中，仿佛置身天堂。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张家界

市境内，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

公园。园内山峰 3000 多座，个

个奇秀，气势壮观，有着“三千奇

峰，八百秀水”的美誉，年平均气

温17度，非常适合纳凉避暑。园

内有黄石寨、金鞭溪、袁家界等

景点，自然风光比较原始，山高

路陡，与华山一样以险著称，因

其特殊的地貌成为了电影《阿凡

达》和《西游记》的取景地之一。

浙江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属于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森林覆盖率

高达 95%，植物种类丰富，有“绿

色千岛湖”之称，年平均气温 17

度，空气中富含负氧离子。湖中

大小岛屿 1000多个，星罗棋布，

不规则分散，岛屿集中的地方众

岛似连非连，湖水被分割的曲折

多变，也成为游客来千岛湖必看

的景色之一。

内蒙古海拉尔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

西山上，国家 3A级旅游景区，整

个景区分为南园、北园、西园和

后备资源区。其中北园面积最

大，主要景观为樟子松，而且一

直保持着原始自然状态；南园内

有距今几千年前的文化遗址。

清代时海拉尔就被列入呼伦贝

尔八景之一，因沙埠古松而著

名，是中国唯一以樟子松为主体

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园区内植

被丰富，到处是挺拔的松树，空

气清新，即使是炎热的8月，气温

也不会超过20度。

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滇西北“三江并流”世

界自然遗产中心地带，景区由碧

塔海自然保护区和属都湖景区

两部分，主要景点有属都湖、碧

塔海、弥里塘亚高山牧场。海拔

在 3500—4159 米之间，年平均

气温仅 5.4 度，最热的七八月份

平均气温也才13度，整个园区地

貌丰富，有丰富的湖泊湿地、森

林、草原、河谷溪流等，原始生态

环境保存比较完好，在这里可以

观赏到明镜般的高山湖泊、高原

牧场及百花盛开的湿地，夏季是

其旺季。⑦1 （搜 狐）

适合8月避暑的五大国家森林公园

炎炎夏日，到水边嬉

戏，去水上乐园游乐，是不

错的消暑选择，但家长首先

要确保的还是孩子的安全，

家长们应谨记以下注意事

项，引导孩子玩得安全而又

快乐。

场地的选择很重要

带孩子玩水，一定不能

去“野浴场”，一个是水质不

达标，一个是没有防护不安

全 ，要 坚 决 对“ 野 浴 场 ”

say no。要选择池水干

净、管理规范的公共游泳池

或水上乐园，以免不慎染上

疾病，如果水质不佳，耳朵

和眼睛不慎进水可能会引

发炎症或是细菌感染。因

此，不管在何处玩水，家长

最好给孩子戴上泳镜和耳

塞。

玩水时间不宜过长

年幼孩子的皮肤及皮

下纤维组织层较薄，角质层

细胞间的联系较松弛，基底

层细胞也未发育完全，长时

间浸泡在水里，皮肤容易受

到伤害，尤其是有蚊叮虫咬

或痱子等小伤口时，各种病

原微生物更容易乘虚而入，

引起各种皮肤疾患。所以，

家长在游玩时，需注意时

间，不能让孩子在水里的时

间过久，即使孩子不愿意离

开，也要让他上岸休息一会

儿再下水。

切勿空腹、饱腹下水

游泳是一项特别消耗

体能的运动，如果饿着肚子

去游泳，体能就会不足，会

在游泳中发生头昏、乏力等

意外情况。但同时也不能

饱腹游泳，最好在饭后 1小

时去游泳，否则会影响消化

功能，还会产生胃痉挛，甚

至呕吐、腹痛现象。此外，

游泳后宜休息片刻再进食，

不然会突然增加胃肠的负

担，久之容易引起胃肠道疾

病。

准备活动要做好

下水前，家长一定要带

着孩子做准备活动，例如一

些拉伸，把全身肌肉、关节

活动开，使呼吸和血液循环

加快，以适应下水后游泳的

需要。下水前先用适度冷

水洒在面部、胸腹部、背部

及四肢等，使身体适应水的

温度，避免下水后意外事故

的发生。

注意防晒、预防感冒

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做

好防晒工作，防晒霜、太阳

帽、防晒衣等必不可少，最

好再带一张垫子，孩子玩累

了可以在阴凉处休息。相

较于大人，孩子的抵抗力

弱，冷热交替很容易感冒，

最好带一个大浴巾，孩子长

时间在水里泡着，出水后披

上浴巾会暖和很多，另外还

要给孩子多备一套衣服。

选对游泳用品

泳衣穿上后还能伸进

一个手指的空间，且不紧绷

为佳，过紧过松都不利于孩

子在水中的游玩；泳圈应选

择多个气囊且有单独充气嘴

的为佳，此外还要注意是否

有防漏气阀门，防漏气阀门

可以减缓泳圈气嘴盖没盖

紧时的漏气情况，保证孩子

的游泳安全。⑦1 (张 琼）

南阳人自己的“欧洲游”—

国庆包架飞机去欧洲
夏日玩水季，
带娃玩水要做足功课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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