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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中國 山水宜賓

Serving Since 1992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杭州、貴陽、麗江等多條航線。建設中離
城區 6 公里宗場 4D 級的宜賓五糧液機場
已經開工建設，將開通各大省會航班和
東南亞、歐洲國際航線。宜賓五糧液機場
將建兩個航站樓，分別用於國內和國際
候機。
宜賓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 17 攝
氏度，四季分明。名勝古蹟：除了蜀南竹
海、石海洞鄉、李庒古鎮，還有夕佳山、芙
蓉山、筠連岩溶、越溪河、老君山、僰王
山、石城山、雲台山、七星山、青峰寺、老
君山、金秋湖、雲台湖、七仙湖、佛來山
……景點。

感謝中美西部風情公司的邀請，我們參
加了於，2015 年 8 月 22 日—27 日在宜賓
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旅遊局主辦的「2015
中國四川國際文化旅遊節」
。主題為“美
麗中國 山水宜賓”
，全球近二十個國家：
美國、加拿大、法國、西班牙、蘇聯、台灣、
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德國等參與這
個盛會，共同體驗美麗四川的旅遊新路
線和新產品。

李莊鎮著名美食為「一花、二黃、三白」
：
一花=李莊花生，二黃=李莊黃粑、李莊黃
辣丁，三白=李莊白肉、李莊白酒、李莊白
糕，是李莊的特色飲食，其中以李莊白肉
最為出名，肥瘦均勻，嫩皮薄肉的豬肉
片，伴以秘製醬料，肥而不膩，令人回味
無窮，許多餐館必備的名菜。李莊白糕採
用 糯 米 粉 炒 熟，加 上 磨 成 粉 的 淮 山 等
……加入白糖，香甜軟糥，入口溶化，類
似廣東人的雲片糕。李莊花生以前人椒
鹽花生的基礎，添加中草藥配方，使口味
獨特，又不上火。李莊黃辣丁是用三、四
寸大的黃辣丁魚，紅燒或清蒸都各有風
宜賓是長江上游開發最早、歷史最悠久
味，紅辣吃法，肉質鮮嫩，口感加分！
的城市之一，是南絲綢之路的起點，宜賓
抗日女烈士趙一曼也是宜賓人。剛巧當 戰略位置重要，其位置是成都經濟區、川
地介紹她抗日資料，紀念她一百一十年 南經濟區、攀西經濟區的融合點，周邊人
生日回憶錄。了解到她才 31 歳被日軍槍 口多達 2000 餘萬，是區域性中心城市。主
殺，與兒子永訣。留下書信給孩子：
「母親 要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
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 等。
事情。⋯⋯
母親因為堅决的做了反滿抗日 除漢族以外，人數較多的是彝族、藏族、
的閗爭，今天已經到了犠性的前夕了⋯ 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布依族、白
族、壯族等 24 個少數民族，其中苗、彝、回
⋯」唉！看了實在令人動容。
三族是宜賓的世居民族。

宜賓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唐代取名”以
義服賓
“因得名
“義賓”
。但是宋太宗趙光
義遂改為“宜賓”
。四川旅遊環線上的重
點城市。全市旅遊資源十分豐富、獨特，
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遍及全市。市內有
國家級風景名勝區 2 處，省級風景名勝區
9 處，全國重點文物保持單位 3 處，省級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 23 處，市級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 14 處，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26
處。

「石海洞鄉」為世界地質公園，五億年前
的地質孕育與變化成神奇的石海，總面
積 156 平方公里景區⋯，奇峰怪石林立，
千姿百態萬象，溶洞交錯如臨奇境！與國
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珙縣「僰人懸棺」
、
江安夕佳山「川南民俗博物館」並稱為
“蜀南四絕”
。
李莊鎮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之一，如今
的「古鎮李莊」仍然保留著明、清時期的
格局與風貌，沿著石板路前進，小巷兩
旁，青瓦粉牆，雕花門窗，院落幽然，特具
川南地方民族色彩。梁思成的《中國建築
史》就誕生在李莊鎮，鎮內有體現明清建
築特點的廟宇、殿堂、古戲樓、古街道、古
民居；有很高古文化欣賞價值的慧光寺、
玉佛寺、東嶽廟等
“九宮十八廟”
；有被建
築大師梁思成先生稱為
“樑柱結構之優、
頗足傲於當世之作”的旋螺殿，與“奎星
「蜀南竹海」是以竹景為主要特色的國家 閣”
、
“白鶴窗”、
“九龍石碑”共稱古鎮四
4A 級風景名勝區，是
“中國旅遊勝地四十 絕。
佳”之一，獨特的地理優勢，綠色世界，天
然竹林景區，空氣清新，獨特的地理優
勢，造就了「雲山竹海，天上人間」
。

至於宜賓美食：豬兒粑、燃麵、涼糕、全竹
宴、抄手、全烏雞宴、農家土雞、石磨豆
花、……宜賓燃麵具有特色，早在清朝光
緒年間，已經開始有人經營，麵條鬆散光
亮，因其油重無水，引火即燃，故名燃面，
正宗宜賓燃麺，加上花生粉、芝麻、香蔥、
青菜、紅蘿蔔絲、肉絲、雞蛋絲配料和特
製醬汁，令人讚不絶口。豬兒粑和鴨兒
粑，是用糯米粉裹住饀料，外面掐成小豬
的模樣，稱豬兒粑。宜賓竹子多，除了賞
竹也可以品竹。從竹子的根菌，到竹筍、
竹竿、再到竹的枝葉全部都得充分利用。
只是「竹」就能吃到幾十種菜式，尤其竹
筒飯，特別喜歡，蒸好的竹筒飯，一口一
口的咬在嘴裡，具有清晰的竹味，淡淡清
香，令人回味無窮。還有苗族的烏雞宴，
香氣撲鼻，色香味全，特別吸引人。

宜賓名酒五糧液，產於這裡，宜賓是四川
酒類食品生產基地之一，這座園林的現
代工廠，風景如畫，綠樹成蔭，也是旅遊
不容錯過的景點。以五糧液集團為龍頭，
以高洲酒業集團、紅樓夢酒業集團、敘府
酒業、敘府茶業、竹海酒業、華夏酒業、彙
寶食品等重點企業為代表的食品飲料
業，是宜賓市頭號支柱產業。宜賓成為名
副其實的“中國酒都”
，有它獨特的自然
條件、悠久的釀酒歷史和豐富的釀酒人
才，全中國 80%的白酒企業都與宜賓有很
大的關係，這就是宜賓盛產美酒的優勢。
宜賓的資源豐富，能源水電、火電、煤炭、
頁岩氣等產業發達：主要工業包括：化
工、化纖、機械、造紙、食品等；其中釀酒
工業、綜合能源、旅遊業是宜賓市三大核
心支柱產業。
宜賓位於四川省南部，地處川、滇、黔三
省結合部，中國西南。東臨瀘州市，南接
雲南省昭通市，西靠涼山彝族自治州和
樂山市，北連自貢市。面積 13283 平方公
里， 其中城市建成區面積 55.14 平方公
里。
宜賓菜壩機場為二級機場，是四川第四
大機場，目前執行宜賓至北京、上海、廣
州、深圳、昆明、宜昌、三亞、西安、拉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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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五天的宜賓觀光，所到之處大受歡迎，好
奇的民眾在路邊圍觀，所有公路交通有
交警支隊指揮下，先讓近二十部考察團
旅遊車順利前進，使全部團隊無阻，陪伴
的有前後警車和救護車，確實大陣扙。使
外賓們目瞪口呆的說：
「真的是這樣隆重
嗎？」
。加上熱鬧非凡的各民族風土人情
的熱情接待：苗族風情和小吃，古僰人的
歌舞連連，古羌族文化活動等等，多姿多
彩，賓至如歸！

宜賓風景秀美，清麗脫俗，就像淨水一
樣，優雅清新的氣質，如花中百合，水中
青蓮。宜賓美食獨特，精彩喜悅，遊覽宜
賓，適合嘉賓。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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