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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旅遊 (下)
清朝時期南大街控制著全國百分之
五十以上的金融機構。被譽為中國的
「華爾街」
。
平遙古城吸引了大量遊客前來觀光
瀏覽，商業街熱鬧，遠近馳名的各種
山西醋、竹葉青、名酒和麵食處處可
見，物品價格實惠。外面的車子不能
駛進，在𥚃面的工作人員的機車都是
電動的，不造成污染，親歷平遙古城
一遊的朋友們開心遊玩，和樂融融。

由歷史上靈石縣四大家族之一的太
原王氏後裔——靜升王家於清康熙、
雍正、乾隆、嘉慶年間先後建成。建築
規模宏大，擁有「五巷」
、
「五堡」
、
「五
祠堂」
。其中，五座古堡的院落佈局分
別被喻為「龍」
、
「鳳」
、
「龜」
、
「麟」
、
「虎」五瑞獸造型， 王家大院規模宏
大，氣勢壯觀，總面積達 25 萬平方米
以上。裝飾精微，構思巧妙，散髮出華
夏 民 族 傳 統 文 化 的 精 神、氣 質、神
韻。 雕藝精湛。

平遙古城始建於西周宣王時期，明代
洪武三年擴建，距今已有 2700 多年
的歷史。是中國古代城市在明清時期
的傑出代表。迄今為止，它還較為完
好地保留著明、清時期縣城的基本風
貌，堪稱中國漢民族地區現存最為完
整的古城。

王家大院，
「王是一個姓，姓是半個
國，家是一個院，院是半座城」
。王家
大院的建築，有著「貴精而不貴麗，貴
新奇大雅而不貴纖巧爛熳」的特徵。
凝結著自然質樸、清新典雅、明麗簡
潔的鄉土氣息。漫步在王家大院中，
充分感受封建時代豪門大家的雄壯
氣派。
「王家大院」位於山西省晉中市靈石
縣，距離平遙古城 35 公里。是清代民
居建築的集大成者，之前，大家以為
王家大院就像喬家大院、張家大院一
樣。但是導遊小候告訴我們看到王家
大院會驚訝！事實如此，她沒有誇大
其詞！

平遙古城位於山西北部。平遙古城的
交通脈絡由縱橫交錯的四大街、八小
街、七十二條蜿蜒巷構成。南大街為
平遙古城的中軸線，北起東、西大街
銜接處，南到大東門，以古市樓貫穿
南北，街道兩旁，老字號與傳統名店
鋪林立，是最為繁盛的傳統商業街，

靜升王氏是王家大院的創始者。靜升
王氏祖籍琅琊，後西遷到山西太原。
南宋初年，族人王實由太原南遷至靈
石縣溝峪灘村。元皇慶二年（1313 年）
王誠齋又率家族遷至靜升村，從此在
此定居了 600 多年。從清朝初期到中
期，王家的經營規模逐漸增大，並成
為當地的一大富賈。今天的王家大院
是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和嘉慶年
酒店利用地下 1900 米純天然溫泉，
間不斷擴建的。王家大院建築以精美
溫度達 50 攝氏度；泉水中富多種有
的磚雕、石雕和木雕聞名。
益於身體的微量元素。晚餐前我們也
享受一下山西溫泉浴，解放白天舟車
勞動的疲勞！
山西十年九旱，氣候乾燥，建議旅遊
時多喝水、塗唇油和護膚品。做好準
備，快樂旅遊。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
旅行社)

《胖子行動隊》
預告海報定檔 9.30

包贝尔首执导筒、携手文章领衔
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胖子行动
队》，今日发布定档预告及海报，宣
布影片正式定档 9 月 30 日，进军 2018
国庆档。在最新发布的预告片中，文
章和包贝尔化身为“重磅特工”，300
斤的胖子形象加上各种另类搞笑的动
作戏，贡献超多笑点，而两人肥硕的
体型亦是一大看点。
以往影视作品中的特工形象多为
冷酷睿智，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身手敏

晚上入住似城又似堡的靈石崇寧堡
溫泉酒店，在王家大院附近，距離大
運高速路靈石出口僅 2 公里。酒店外
觀是獨特的古堡型，極富歷史感；古
韻濃郁，當中有獨特的四合院落，適
合男女老少入住體驗，感受古院落文
化帶來的無窮魅力。 客房佈置古色
古香，配合現代居住設施齊全。

捷、干脆利落，拥有各种高科技武器
装备。而在《胖子行动队》最新曝光
的预告中，文章和包贝尔两位特工却
显得有些“落魄”，变身为体重超爆
表、装备超低配、动作超另类的“非
典型性特工”。
在曝光的预告片中，自以为很帅
很炫酷的特工兄弟，在一次次“藐
视”敌人的对决中，却不断被对方刷
新着自己的“失败”底线：被瘦弱女
人一脚踢飞两米远、被轻松识破的超

low 通风管道伪装、装备不够菜
刀来凑的低配装备等都让人捧
腹大笑，更有文章飞身一跃本
想夺车跑路，却因肥硕的肚腩
卡在车窗上的囧态...
据了解，《胖子行动队》主
要讲述的是文章饰演的王牌特
工“J”与包贝尔饰演的保安郝
英俊为了完成一项特殊任务,经
历了一系列啼笑皆非、险象环
生的危机故事，从预告片中曝
光的片段可以看出电影中除了
惊险的特工行动，还有超多超
有料的笑点。
据悉，影片除了有文章和包
贝尔领衔外，还聚集了克拉
拉、郭京飞、张梦露、宋佳、
仓田保昭、辣目洋子等实力演
员惊喜加盟，几位演员个性鲜
明、风格迥异，此次包贝尔大胆尝试
将各具特色的演员聚集在一起，组成
“戏精天团”，诸多老友重聚，他们
之间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化学反应，
不禁惹人期待。
电影《胖子行动队》由文章和包
贝尔领衔主演，克拉拉、许君聪、曾
一竣、张梦露主演，郭京飞、仓田保
昭、木幡龙、戚玉武、文隽友情出
演，宋佳、辣目洋子特别出演，将于 9
月 30 日全国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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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班》7.20 上映
昔日並肩作戰的兄弟
功成名就後竟成路人
由導演陳友執導，陳家樂、於
湉、王梓軒、林耀聲、鄧加樂、吳鶴
謙演出，任達華、惠英紅、金燕玲、
廖啟智等壹眾實力派戲骨特別主演的
熱血青春喜劇電影《兄弟班》日前發
布壹條“前朋友”版預告，壹幫追夢
路上患難與共的好兄弟，究竟是什麽
原因，友情分崩離析面臨巨大危機，
兄弟們的友情該歸向何處？
從此次片方釋出的“前朋友”版
預告來看，壹幫好兄弟追夢路上攜手
相伴，音樂之夢終將成真的時候，矛
盾卻在歡呼聲中悄然而至……資源分
配不公、團隊 C 位紛爭等問題使得矛
盾日益加深，直至危機升級，分道揚
鑣。昔日並肩作戰的兄弟，最後也僅
僅變成了各走各的、好聚好散的“前
朋友”，未免讓人希噓，深感遺憾。
在預告片末尾的彩蛋中，幾位兄
弟壹起打電話恭喜獲獎的阿倫，兄弟
之間的友情是否會因此出現轉機，大
家能否冰釋前嫌，壹起重新站在舞臺

上呢？這些還需待到電影上映，觀眾
們壹起去電影院揭曉謎底。
電影《兄弟班》將於 7 月 20 日上
映。

9 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 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 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 6 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 7 日 $199.00
浪漫韩国 6 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 7 日 $249.00
6 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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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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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