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园仪式。

游客众多。

乐在其中。旗袍秀为开园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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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张家
琦）“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随着秦溪潺潺流水，一幕一幕，
熠熠生辉。作为常德市文化旅游发展的新
名片，全新升级版大型山水实景剧《桃花源
记》2018演出季已经溯源启航。

《桃花源记》实景演出以河流为媒介、
以画中游的全新浸入式观演模式，结合自
然生态景观打造世界首个“十里秦溪”河

流剧场，生动还原陶渊明先生笔下“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的“世外桃源”，近 400 位演员的阵容，给
观众带来“怡然自乐”的视听感受，把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带进千百年华人心中魂
牵梦萦的梦幻场景。

2018年度为《桃花源记》实景剧完整演
出季首年，桃花源盛典演艺发展有限公司在
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管委会、山水盛典
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文化旅游投

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在2017年
休演季节，对剧场环境、灯光音响设备、舞美
道具等进行全面升级工作。增加大型灯光
设备100余台，增加音效设备重达5吨，硬件
设施得到全面提升，移栽花木3000余棵，剧
场生态环境全方位提升，秦溪河流剧场全流
域已成为最具特色的游船赏花之地！

新型旅游演艺作品《桃花源记》，由中
国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著名旅游演出导
演、策划人梅帅元先生发起创立。其代表

作《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
华》《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中华泰山·
封禅大典》《鼎盛王朝·康熙大典》《菩提东
行》《文成公主》《草庐·诸葛亮》《天下·盘
山》《龙船调》《梦里老家》《金山佛谕》《报
恩盛典》等遍及中国的20余台大型剧目，
每年接待观众逾1000万人次。

据悉，为回馈常德市民，每周星期日至
星期四，常德市民持本人常德身份证购票
可享受168元的优惠价（实际票价298元）。

大型山水实景剧《桃花源记》溯源启航
■ 常德市民购票凭本人常德身份证可享受优惠

市旅游外侨局
开展“3·15”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宋国栋）3 月 15 日，市
旅游外侨局机关和旅游企业近 30 名志愿者
开展“3·15消费者权益日”志愿服务活动，以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深入宣传文明旅游，提高游客综合素
质，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

活动以“理性消费、文明旅游、安全出
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主题，向广大市
民及游客宣传旅游法律法规，正面引导旅游
者的消费预期，积极倡导旅行社树立品质旅
游、文明旅游的理念，促进我市旅游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活动现场，市旅游外侨局设立
主题宣传展台与旅游咨询投诉台。同时摆
放《旅游法》《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
南》《旅游安全知识》等宣传展牌，志愿者耐
心解答市民咨询及受理游客投诉，提供旅游
服务法律援助。由于本次志愿服务活动贴近
游客需求、贴近时下旅游热点问题，受到了广
大市民游客的高度关注，宣传台前人头攒动，
近千人次市民游客纷纷到场参观、咨询。活
动当日，共发放《旅游法您了解吗》《旅游者的
权利和义务您了解吗》《文明旅游出行指南》

《旅游维权手册》《旅游法规汇编》等旅游宣传
资料 3000 多份（本）。旅游企业志愿者还向
游客宣传推介了常德旅游精品线路。

常德河街有别样情愫
□黄学文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成功地描绘出宋
代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
层的生活场景，洋溢着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
气的话，那么常德河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烙
印在常德这方水土上的一幅鲜明的“清明上
河图”。

寻味当年的常德河街，每一位老常德人
都有讲不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流淌浓浓
的河街情。话说常德河街有别样，是在于两
位大师与常德河街有别样的情愫。这两位大
师中的一位是中国国家画院首批院士，曾任
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央美院版画系系主任的
黄永玉；另一位是曾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终审
名单，蜚声海内外的“中国乡土文学之父”沈
从文。黄永玉为旧城改造后新修的常德河街
题写街名，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乡愁者；沈从
文则在他的著名散文《常德》中，描绘了河街
的繁华、喧闹、灵气及韵味，还有河街的活色
生香，让一代又一代的乡愁者增加了乡愁。

青山不变，沅水长流。常德河街是鲜活
的，也是变化的。但它变化的是容颜，不变的
是乡愁和情感。这种乡愁和情感属于文化的
范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结合时代
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
和时代风采”。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推进开放强市、产业立
市战略，推进全市发展从追求颜值向追求颜
值与气质并重的转变中，讲好河街故事，做好
河街文章是我们每个常德人的使命。

两位大师的作品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魅
力。他们的作品对人性的挖掘、对地域文化
的理解、对人类情感的呼唤、对常德河街的深
情，将永存读者心间。

你相信吗？河街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
去窖藏，很多启示等待我们去剖析。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陈慧
姚杰）近日，从市发改委获悉，毛里湖国家
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利用示
范项目已纳入国家发改委、国家财政部
2017-2018 年法国开发署贷款备选项目
规划，获批贷款规模3500万欧元，是我省

此批次唯一获批法开署贷款的项目。
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津市市东

南部，公园由99条沟汊溪河汇聚而成，是
湖南省最大的溪水湖，总面积6250公顷，
常年蓄水1.38亿立方米。园内有湿地植
物403种，湿地动物261种。 2011年被批

准为国家湿地公园。
为进一步保护和改善毛里湖湿地

生态系统，津市市拟实施生物多样性保
护、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体验设施、环
境教育、社区发展和能力等示范工程建
设。结合国外贷款在推动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2017 年，我市积极推进毛里湖国家湿地
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利用示范
项目申报法国开发署贷款工作。目前，
项目落实国外贷款的各项工作正在有
条不紊地推进。

毛里湖湿地公园获批法开署贷款项目
■ 全省唯一，贷款规模达3500万欧元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刘健
萍 文/图）3月24日上午，常德西洞庭首届
乡村旅游文化节暨稻野寻湘主题乐园开
园仪式在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稻野寻湘
主题乐园隆重举行。

稻野寻湘主题乐园占地1045亩，总投
资2亿元，是广之益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西洞庭管理区党委、管委的大力支持下，
深入贯彻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
宜融合一二三产业，推动企业技术进步，

实施企业转型升级，以突出生态粮油种
植、休闲农业娱乐体验、弘扬农垦文化为
核心的综合型生态休闲度假旅游项目。
园区的建成运营是广之益公司践行常德
市委、市政府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具体
行动，也是广之益公司紧跟西洞庭管理区
党委、管委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全域美丽
乡村的重大举措。

该主题乐园充分利用西洞庭管理区
现有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历史资源以及

区域优势、地理优势、政策优势，结合美
丽乡村建设，形成“可游、可览、可居”的
环境景观和集“自然、生产、休闲、娱乐、
教育”于一体的稻田景观综合体，发展体
验式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相结合的特色
旅游产业。

稻野寻湘主题乐园以“梦里水乡、
稻野寻湘”为主题，以“水、稻、鱼、情”为
切入点，定位为休闲创意农业综合体、
现代生态农业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彰显

西洞庭独有的水乡田园风貌与农耕农
垦文化，以尊重生态农业的种养过程为
核心，开展多种多样的休闲旅游农业活
动，把项目打造成为有文化、有故事、有
魅力、有活力、有情调、有内涵的农业主
题乐园。

据悉，稻野寻湘主题乐园计划在5年
内将园区建设成为重点创意农业示范园、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生态康养
旅游胜地。

西洞庭举行首届乡村旅游文化节
■ 稻野寻湘主题乐园正式开园

旅行社信誉等级
年度评估工作启动

本报讯（记者 吴琼敏 通讯员 宋国栋）
3 月 23 日，从市旅游外事侨务局获悉，全市
2017 年度旅行社信誉等级评估工作启动。
2018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旅行社自评，4 月 20
日前完成评估审核并发布评估结果。

为促进旅行社诚信建设，提升服务质量，
提高游客满意度，根据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有关文件精神及《湖南省旅行社信誉等级
评估制度》（湘旅〔2015〕30号），市旅游外事侨
务局启动 2017 年度旅行社信誉等级评估工
作，对全市范围内的旅行社进行评估。在旅
行社自评的基础上，市旅游外事侨务局按照

《旅行社信誉等级评估标准》进行审核评定，
通过现场检查、查看资料等方式进行，确保评
估结果客观、公正、准确。各区县（市）旅游局
（委、办）于4月10日前统一收集并上报《旅行
社诚信经营信誉等级评估表》，市旅游外事侨
务局于4月20日前确定评定结果，录入《湖南
旅游监管网》的《旅游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平
台》并向社会公开发布。

近日，常德市消委接到了一起关于旅行社境外
旅游消费纠纷的投诉。年前，杨女士计划在春节假
期期间带全家到泰国旅游，于是在常德某旅行社预
订了“泰国双飞六日游”的旅游服务，双方签订合
同。但出发前半个月，杨女士得知泰国暴发甲型流
感，省检疫检验局在电视台也发布了不建议到泰国
旅游的新闻报道。杨女士出于出行安全考虑，随即
到旅行社取消该行程，但被该旅行社告知如退团不
能退款，于是来到市消委寻求帮助，要求维权。后经
市消委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该旅行社扣除违约金部
分，其余团款退还给杨女士。

遇意外事件可解除合同
在遭遇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和情势变更等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的突发情况，致使合
同履行不能、合同履行存在极大困难或合同履行
已无必要时，旅游者可以主张解除旅游合同。不
可抗力是指旅游合同签订时双方当事人不能预
见、不能克服且不能避免的客观情况。例如旅游
合同签订后旅游目的地发生战争、罢工等。意外
事件是指非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事
故。如旅游途中遭到抢劫、交通事故等。不可抗
力和意外事件的共同点是当事人双方都没有预见
到事件的发生。

游客退团时可主张哪些权利？
此案中，泰国甲型流感病毒流行，致使已经签订

旅游合同的游客因担心安全问题而单方面提出退
团，该事件的发生，在泰国政府没有出台旅游限令的
情况下，旅游经营者仍可以出团，此时疫情只是造成
了合同履行困难而非履行不能，旅游者解除合同的
事由应为情势变更。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主要法律
效果，是赋予不利的一方当事人以变更或消灭合同
的可能性，但应通过法院以诉讼或仲裁机构以仲裁
的方式来实现。如果泰国政府下令限制到疫情区域
旅游，在入泰国边境时因此被拒签，造成合同履行不
能实现，此时解除合同的事由应为不可抗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
项、第三项的规定，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
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影响旅
游行程，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旅行社和旅游者均可
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已向
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
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为此，常德市消费者委员会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
一、在签订旅游合同时应做好全方位考察和安

排，尤其是安全性考虑。
二、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旅游合同是否规范，

明确约定的服务标准和双方的责任义务。
三、在签订旅游合同后，旅行开始之前，如遭遇

突发情况，致使旅游合同无法依约履行，也要分清具
体解除合同事由，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切勿选
择息事宁人。

四、在旅行中，双方要按照合同履行自己的承
诺，如果旅行社不按照合同办事，要尽可能地保留证
据，以便今后向有关部门投诉。

常德市消费者委员会
2018年第1号消费警示

旅游消费要仔细 签订合同需谨慎

春
暖
花
开
。

村民也成了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