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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望历史的痕迹

前童古镇，位于宁波市宁海县境内，走进那里“家家有雕梁，户户有活水”，古镇周围群山环绕

，白溪水从村前流过，村内街巷纹理清晰，卵石铺就的路面，街边流淌着淙淙的溪水，是一座不

凡的江南明清时期的民居原版，是一幅古韵浓重、活色生色的乡村画。它始建于宋末，盛于时清

，至今仍保存有1300多间明清时期的古建居民以及祠堂、牌坊、门楼、亭台等各式建筑，不但是

“浙江省旅游城镇”，也是“浙江省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在古镇过度开发已成大势的今天，前童显得有些寂寞，也正因此，它保存了最为完整的古镇气息

，这里没有刻意的张扬、修饰、模仿，一切都跟古远之前一样平静安好，这来自于克制隐忍，更

来自于一种长期的修炼，透入骨髓融入生命的一种姿态与光泽。转朱阁、低绮户、青瓦墙、木雕

梁、水潺潺、月明亮，幻境般美丽的前童古镇中，你做了一个长长的美梦，梦千百年岁月悠悠而

逝如一朝，前童仍是旧时模样。 

古镇街巷(图片由网友 @背起行囊 提供)

景区票价：40元

门票价格包含景点：职思其居，明经堂，泽思居，上堂屋，民俗博物馆，老街，大宗祠，群峰簪

笏。

旅人提示：往大门两边走二、三十米，就有好几条进镇的小巷， 由此进古镇可以省去门票。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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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向当地的农家人询问逃票的办法，不过现在前童古镇里管得挺严，里面也会有保安随时要

查票，要做好心理准备。另外民俗博物馆、泽思居这两个景点是凭票入内的，没有门票将不能参

观。

最佳出游时间

清明前后，村后的大片油菜花都开了，一片片的金色衬着粉墙黛瓦，美不胜收。 

前童古镇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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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童古镇最棒体验

   

1、赏明清建筑，体味时光倒转

古镇建筑(图片由网友 @邂逅午夜 提供)

比起一些备受追捧的古镇，前童还是未经开发的古村落，在前童，你甚至有可能看到不经意掉下

来的蜘蛛。年久失修的灰暗的墙壁和破落的角落里萧瑟摇曳的古树，时刻提醒人们这座古城的真

实年龄。

最令人向往的便是那一幢幢至今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精巧的跃鱼马头墙和脊塑墙花搭配着梁枋

门窗上满满的雕饰，显现出独特的地方风格。职思其居、五福临门、石镜精舍、大祠堂，这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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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古老珍贵的古建筑昭示着前童洞穿古今的气魄。进入古镇之前，一定要先登鹿山。因为前童就

在鹿山和它对面的塔山之前优雅从容地铺展开来。鹿山不高，但是站在鹿山铺满草坪的顶上，却

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前童的全貌，看到前童古建筑错落有致的布局。

旅人提示：

古镇进口处有一家店可以租旗袍，斑驳的古建筑下，身着一身旗袍，似乎就回到了清明时期，成

为韵味十足的古代美人，女生去那里玩，千万要记得拍下几张照片留作纪念啊。

   

2、看八卦水系，领略古人智慧

八卦水系(图片由网友 @背起行囊 提供)

古镇布局奇特，白溪水缘渠入村，按“水八卦”图形挨户绕流，穿屋沿溪而建，潺潺流水在门前

屋后流过，村内巷道曲折回环，全部铺有卵石，形成了家家小桥流水，户户通卵石曲径的独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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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潺潺溪水挨户环流，人人可在溪水中洗菜净衣。八卦水系，叮叮作响，幽幽流动，连结千家

万户，不是水乡，胜似水乡，实为江南古镇独特之奇观。整个前童村都是依据风水理论建立的“

回”字九宫八卦式布局，漫步村内，映入眼帘的是数尺宽的巷陌，旁边必有潺潺而过的溪流，有

水的街巷常伴随几丈大小的空地，成为人们闲适休憩的地方。水路相伴，阴阳相生，天人合一，

体现了传统哲学观。

纵使你走遍中国大小古镇，这八卦水系也是前童的专属，因此来到这里，一定要好好欣赏这融便

利与美观于一身的独特设计，古人的智慧一定会令你叹服不已！

   

3、白天，看孩童戏水寻儿时记忆

戏水的儿童(图片由网友 @田园农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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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子中的孩子有别于城市中的孩子。他们在明晃晃的阳光下赤裸着被晒得发红的上身尽情在水渠

里嬉戏打闹，那是属于童年的肆无忌惮的记忆，是很多成年人奢望怀念却再也回不去的记忆。依

旧怀有童心的你，千万不要忘记和古镇的孩子们一同体味童年的快乐，挽起裤脚，打一场痛快的

水仗吧！

   

4、夜晚，在宁静的古镇里徜徉

古镇夜晚(图片由网友 @田园农夫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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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白天的前童让人回忆起童年，那么夜晚幽静的古镇则给人一种宁静和温馨。盈盈弱弱的黄

色光晕笼罩着古镇，徜徉在古老弯曲的街巷中，幽幽的流水声在耳侧响起，从远处传来芬芳的桂

花香。当地人吃完晚饭，三三两两的坐在门口唠家常，偶尔看到村妇借着街灯在水渠旁边洗衣，

而搓衣板，就是那门口的青石板。古镇的夜是真正的黑夜，不曾被污染过的纯洁的黑，恰似一剂

让人心灵返归宁静的良药。无需面对酒吧的嘈杂和拥挤的人潮，只需携上三五好友或者和爱人在

卵石路上散散步，或在小酒家里以当地人自酿的酒小酌一杯，细说今昔过往。

   

5、带着爱人，去《理发师》拍摄地体味爱情

《理发师》拍摄场地(图片由网友 @背起行囊 提供)

艺术大师陈逸飞两度在前童拍摄《理发师》，前童也因为这个爱情故事而开始为人所知。

乱世中的爱情往往缠绵悱恻感动人心，而前童本身的古韵和气息更给这段爱情填上了浪漫的色彩

。身边有爱人陪伴的你，一定要亲自前往《理发师》主摄影地，在战火纷飞的爱情神话中领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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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谛，带你的爱人逃离尘世，在古镇中来一次疯狂的爱情私奔！

   

6、正月十四，去元宵灯会凑个热闹

灯会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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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会游览图(图片由网友 @邂逅午夜 提供)

为庆祝丰收，也为纪念遗惠于民的先祖，每年的正月十四至十六，前童古镇都会举行流动的灯会

。灯会期间，各地观赏人群蜂拥而至，在外地生活工作的前童人也都会返回故乡参加灯会，一时

间，游人和当地人难以分辨，节日的喜气使原本不相识的人们如同一家人般亲切热络。如果你幸

运的选择正月十四前往前童，千万不可错过这难得一见的胜景哦，融入欢乐的行会队伍中，做一

回地地道道的前童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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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童古镇景点推荐

前童游览图

   

1、童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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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田园农夫 提供)

童氏宗祠建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代大儒方孝孺亲自参与与设计了这个宗祠，所以西厢

曾是方效儒祠。童氏宗祠总平面布局由南向北分别为正门、戏台及天井。而东西二厢和正厅是一

个封闭的四合院。正厅保留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它的通进深8.4米，通面宽13.5米，共三间二弄。

宗祠穿斗抬梁混合结构的木架、蚕卧型雀替、圆础型的柱础、五凤楼状的戏台，在全国也很罕见

。厅内32根大圆柱，好比32颗棋子，隐含全局一盘棋之意。西厢脚楼的四柱成八字形散开，上小

下大，四角有下垂的挡风板，洗去了明代皇城的建筑风格，被专家赞为国内罕见的构造。其实，

这种建筑风格始于南北朝，兴盛于隋唐，因为这里地理位置较为偏僻所以至今还有留存。

   

2、明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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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邂逅午夜 提供)

道光年间，天井铺有“狮子滚绣球”图案，故又称“狮子名堂”。大门上悬挂着道光皇帝亲赐，

浙江省学政所立“明经”匾额。檐廊月梁为“海马虹梁”，饼雕刻有“梅花藏龙”图案、屋脊中

间堆塑的太极双鱼，门开雀替雕刻的“八仙”，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文化的有机融合。

   

3、群峰簮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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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邂逅午夜 提供)

建于清乾隆年间，马头墙上分别塑有“群峰簮芴”、“清流映带”字样，体现此宅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主人胸襟。院内阁子木窗雕有不同含义的图案，充满了主人的希望。宅名的由来及各种精致

浮雕木刻是前童深厚的耕读文化的集中体现。

   

4、职思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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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邂逅午夜 提供)

职思其居又称“小桥流水”宅，建于清嘉庆年间，其建筑布局、结构形制充分显示出这栋台式居

民的特征，渗透着浓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天井用黑卵石铺就的梅花鹿图案，寓意福、禄、寿、禧

，旁边沿道铺有连环铜钱，象征“金钱铺地”。壁上贴有历代主人中举捷报。此宅后裔人才辈出

，清末民初，除了四个县令。1905年创办塔山启蒙学堂，为前童建校之始，是典型的“书香门第

”。

   

5、民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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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背起行囊 提供)

民俗博物馆馆址本为童保暄叔父之宅，也即请方孝孺来前童讲学的童氏七世祖童伯礼旧宅。办馆

前作当地的粮仓，现在成为了精神食量的宝库——第一个浙江村办省级民俗博物馆。面积880平方

米，陈列着前童古村历史沿革，社会变迁发展史，村民原始生活用品，农业、农耕用具和工业工

具，民间工艺品等物品，是一出古镇民俗文化绵延不息的殿堂。

馆中陈列着许多关于孩子出生和女儿嫁妆的实物图片，能看出古代人在设计一些程序上都是精巧

和细致，他们是在很认真的生活，把生活当做一种政治、一种艺术一样地生活，孩子出生之后的

种种程序，女儿嫁妆的分门别类，让人都感到生活的饱满与丰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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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雕刻精美的石花窗

(图片由网友 @陈珊珊 提供)

采光、防火、防盗、装饰⋯⋯前童 目前完好的石花窗有200多扇，全部是明清时代建屋时的原物

，200多扇竟无一扇雷同，每一扇石花窗都透露着主人美好的愿望和寓意。其实说前童的石花窗不

得不提前童的木窗，前童的木窗很多都有精美的雕刻：花、鸟、虫、故事等一一展现，朱子家训

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几篇也以文字和场景的方式展现在精美的木窗上。

   

7、众多的古树名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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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第一樟(图片由网友 @邂逅午夜 提供)

在前童这块富有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有着众多的古树名木，镇北三棵古梓树，已逾千年树龄,曾是

徐霞客歇马处;村南金桂植于元代;竹林古樟树龄1200余年，树高18米，胸围长15米，中空，空内径

6米，能容纳数10人。有“浙江第一樟”之美誉。该古樟巨枝五杈分开，如五条虬龙盘旋而上，人

称“五杈樟”据专家考证，此树年龄在1200年至1500年，树高18米，胸径15米，胸径为浙江樟树

之二，木材蓄积量为浙江之最，是国家一级保护古树，有“浙江第一古樟”之美誉。它被列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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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十佳古树名木”之首。该树中空一内径6米、底土面积40平方米的大洞，构成一座可容纳10

多人的天然木居。昔日常有村民在其中宴饮、娱乐，既可避暑纳凉，又可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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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宁海县城及相关景点

宁海县旅游区示意图

前童古镇隶属于宁海县，在其附近还有许多秀丽的山川江河，这些星星点点的旅游景点和前童一

起，构成了宁海县绝美的景色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宁海县之所以拥有如此之多的旅游瑰宝，与伟

大的旅行家徐霞客还有一段渊源。

398年前，徐霞客开篇写《徐霞客游记》；398年后，由浙江宁海倡议将《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

日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2011年3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通过这一决议。宁海政府

决定，每年的5月18、19、20日三天，宁海的所有景点免费向公众开放。宁海较为著名的的景区（

景点）有：宁海温泉旅游度假区、宁海湾、浙东大峡谷、十里红妆、伍山石窟、梁皇山、野鹤湫

、柔石故居、潘天寿故居等。

   

1、宁海温泉旅游度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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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网友 @田园农夫 提供)

宁海温泉旅游度假区是国家4A级宁海温泉旅游度假区，坐落在万亩国家级森林公园内，集休闲、

度假、理疗、娱乐、观光于一体，是全国三大优质温泉之一，被誉为“华东第一森林温泉”。

票价：198元

营业时间：9：00-24：00（周末），12:00-24:00（非周末）

电话：0574—65230877

交通：

宁海温泉位于宁海县深甽镇南溪温泉，距宁海县城25公里路程，大约30分钟车程，乘坐中巴车大

约40分钟左右；距宁波市区100公里，大约90分钟车程，乘坐中巴大约2个小时。

   

2、宁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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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小岛镶嵌宁海湾中，是我国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海湾，将打造成为中国东部

沿海大型、综合、高级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地址：宁海县强蛟县

开放时间：8：00—16：30

门票：20元   船票：20元

乘车：宁海总站转乘强蛟镇的班车

自驾：同三高速宁海出口下—象山方向—强蛟镇—宁海湾

   

3、浙东大峡谷

(图片由网友 @背起行囊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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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松溪洞天问山水、仙人故里访葛洪"之美誉，晋代道家集大成者葛洪在此炼丹隐居十年，著《

抱朴子》开创道学之先河。东汉末年老子降临天姥峰授葛玄以《灵宝经》，成为道教灵宝派的发

源地，以“峰险、谷幽、水绝、石奇、根玄、雾幻”著称，被誉为“浙东第一大峡谷”。 是一处

以自然山水风光为依托，以道家和台岳文化精粹为内涵，以青山绿水、奇峰怪石、溪流飞瀑、原

始森林和现代游乐为特色的生态风景区。

开放时间： 9:00-17:00  

门票：85元

交通：

从宁海总站出来，打车5块钱，到宁海西站，再由宁海西站到白溪（大峡谷）。买票的时候跟对方

打个招呼说是到大峡谷的，多一块钱送到景区停车场，不然还有段路要走，白浪费体力。7.5元/人

，全程一个小时。

   

4、十里红妆

(图片由网友 @背起行囊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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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是国内惟一展示古代女子生活的民俗博物馆，也是浙江省规模最大的民间民俗博物馆。

整个展馆共展出物品近1000件，集中展示了江南富家小姐从出生、成长、婚嫁、生育到晚年所需

的生活用品。其中小脚女人穿过的“三寸金莲”、迎亲时小姐坐过的“万工轿”、夫妇共睡的“

千工床”等都是首次集中展示。

交通：由沪杭甬高速-甬台温高速进入宁海境内，在宁海出口处下，入城即可到达。

电话：0574-65566519

   

5、伍山石窟旅游区

号称“中国奇美的石文化风情园”的国家3A级风景区，因其雄奇变化，藤树原始和海洋风情，不

同于其它采石遗景，为国内罕见。最近在多处石窟内发现蝌蚪文遗迹，尚需破译。

地址：宁波宁海县长街镇伍山村

门票价格： 50元

开放时间：8：00——16：00

电话：0574-87732825

乘车路线：

宁海总站乘108路公交车，再转乘106路公交车往宁海东站，坐宁海东站往长街的中巴车，然后再

坐长街往伍山的中巴车到达伍山石窟景区。

   

6、野鹤湫

被称为宁波“世外桃源”，有长达2.5km险峻奇异的瀑潭风光，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并流传着王

乔乘鹤东来等道源仙山的传说和黄公造纸基地的推断。

 地址：宁波市宁海县黄坛镇西溪(黄坛水库的源头)

开放时间：8：00—17：00

门票：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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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自驾车路线

自驾车1：上海由沪杭甬高速——甬台温高速——宁海出口下——走34省道，往台州方向，过宁海

县城至黄坛镇，往黄坛水库方向可达。

自驾车2：从温州、台州来的游客，由甬台温高速进入宁海县境内——宁海南（岔路）出口下——

走34省道，往宁波方向，至黄坛镇，往黄坛水库方向可达。

乘车路线：

宁波汽车南站——宁海县汽车总站换乘108、203公交至汽车西站、再乘双峰的班车，野鹤湫下。

   

7、梁皇山

(图片由网友 邂逅午夜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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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前童古镇北部边境，属于南干山。西接大门山,东连岵岫岭、封山，南为大红山。东北与黄坛

镇毗连。山多松、竹、薪柴。是《徐霞客游记》开篇首宿地。

地址：位于宁海县城西面11.4公里的前童古镇北部边境

开放时间： 8:00-16:30 

门票：50元 

电话：0574-65371616

交通

自驾车路线：宁波--宁海岔路出口下高速--梁皇山公共交通

从宁波同三高速公路,过宁海,到岔路出口下高速（100公里多点）,便可直达景区。

乘车路线： 宁波汽车南站直达宁海客运总站，乘公交108路到宁海汽车西站转乘往前童岔路的中

巴车到梁皇山即可。

旅人提示：

1)梁皇山与野鹤湫可以一起游览。从梁皇山正门进入，爬山，("雨中登梁皇山"和“翻越梁皇山”

是游客回来之后写的感受)到达外辽村后，不必原路返回，因为野鹤湫就在不远处的里辽村。到达

里辽村后，就是野鹤湫的后门，然后就可以从上往下地游野鹤湫，省却了爬野鹤湫的辛苦。

2)每年阴历三月十五，梁皇街有庙会。阳历五月十九，梁皇山则举办寻古踏青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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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

1．航班

可以乘飞机到达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从机场出来，搭机场巴士到（15元）或者打的（约30多元）

到汽车南站，再换乘前往宁海县城的汽车，到宁海后，再换乘到童前的汽车即可。

2．火车

许多城市有直达宁海的火车，也可以先到宁波火车东站，再转火车到达宁海火车站，到站后要打

的到宁海客运站总站，也可从宁波火车站乘中巴到宁海客运站总站（车票18元，车程1.5小时）

3．公路

1）班车

a．在宁海客运站总站乘102路公交车到西站或南站，转乘到前童的中巴车，4：52～17：45每10分

钟一班，车票2.5元，车程25分钟。

b．也可从宁海总站打车到西站，6元可到，再转乘到前童的中巴，车票3元，需30分钟。

旅人提示：宁海客运汽车总站咨询电话  0574－65578933

2）自驾

宁波到前童古镇自驾车路线：

a．甬台温高速至宁海南出口下-34省道-抵达前童古镇景区

b.34省道往台州温州方向-前童古镇景区

上海到前童古镇自驾车路线：

沪杭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宁波绕城-甬台温高速至宁海南出口下-34省道-抵达前童古镇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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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到前童古镇自驾路线

杭州到前童古镇自驾车路线：

杭甬高速-甬台温高速至宁海南出口下-34省道-抵达前童古镇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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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议行程 

因为前童古镇比较小，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足够逛遍，所以建议上午去前童周边其他景点游玩一下

，在此特别推荐距离古镇非常近的浙东大峡谷。

一日游路线：浙东大峡谷-前童

上午：浙东大峡谷

中午：

在景区门口坐小巴前往一个叫做岔路的小镇，约20分钟路程，在岔路坐2路公交车去前童，约10分

钟路程。到达古镇后可在名为“古镇酒家“的餐馆用餐和休息。

下午：游览前童古镇

登鹿山——职思其居——明经堂——井水不犯河水——民俗博物馆——六义事宅——童氏宗祠—

—群峰簮笏——《理发师》拍摄地

晚上：

从古城坐开往宁海的中巴，行程约30分钟，然后打车去吃海鲜大排档，结束后打车回到前童（从

宁海打车到前童大概是45元）。也可以在古镇里面的酒家品尝当地特色美食，在古城里漫步徜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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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前童美食

(图片由网友 @田园农夫 提供)

前童豆腐、前童香干、前童空心腐，简称为前童“三宝”。 美味无比，不可不尝。前童豆腐白嫩

细腻，前童香干喷香柔韧，前童空心腐又香又脆。男女老少个个皆宜，人人喜爱。长期食用豆制

品，可降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前童的豆腐味道尤其好，口味纯正且花样繁多，甚至可以

做出一顿色香味俱全的豆腐宴来。其他美食还有汤包、麦糊头、麦饼、麻糍等。

1）汤包

用小麦粉擀成薄皮，切成五、六厘米见方，裹以馅子。馅以黄豆、精肉、虾米、冬笋等组成，或

蒸或煮，入口后满口香。

2）麦糊头

将小麦粉调成浆糊状，用文火将锅烧红，在其上摊成麦饼样子，上面铺上猪油、鸡蛋、葱花等，

趁热即食，清香酥脆，美味无比。

3）麻糍

把经过浸泡的糯米磨成粉蒸熟，放在石臼中捣糊，取出压扁，切成手掌大小，即可食用，一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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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过年过节，请女婿做寿等重要场合。品种主要有糯米麻糍、菁麻糍、乌饭麻糍等几大类。

 4）麦饼

用小麦粉制成，取鹅蛋大小的面团，里面裹以虾皮、肉糊、芝麻、苔菜、葱蒜等，用擀薄，放在

红锅里烙熟，外脆里嫩，入口留香。这种饼携带方便，便于保存，也是非常好的自备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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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前童古镇住宿

镇子上有一些私人开设的家庭小客栈，条件尚可，一般在30元至120元不等，并没有像样的宾馆，

宁海县城则有30多家宾馆，20多家大酒店。

前童古镇客栈土味酒家：位于古镇内，可以品尝到古镇本地人自酿的酒。

标准间:60-80,普通间:30-50 

电话：0574-65380062

地址:宁海前童镇北大街6号(车站西面30米)

旅人提示：

类似的私家客栈在古镇上还有很多，也可以多走几家选择最合适的。在古镇客栈住宿是有门禁的

，那里的人睡得很早，所以如果要晚归，最好和老板大声招呼，不然让人家再下来开门，会很麻

烦。

三星宾馆：

就在宁海汽车站附近，二人或者三人标准房一间80元，非常便宜和卫生，24小时有热水。

地址：宁海城关外环路1--2号。

总经理手机：13906605040

宁海宾馆：

宁海县的地名宾馆，紧临于徐霞客大道，是一家集餐饮、住宿、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档涉外商

务宾馆。

地址：兴宁南路龙灯墙18号 

电话：0532- 86077202

距 离：宁海宾馆到前童古镇直线距离约9.56公里

宁海太平洋国际大酒店

:

距离徐霞客开游文化、前童古镇文化等等景点都非常近，让你品味国际大酒店独特自然的江南山

水风情。

地址： 宁海县徐霞客大道２８号(近兴宁南路)

电话：0574-652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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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前童古镇购物

古镇童鞋  (图片由网友 @背起行囊 提供)

1）前童香干

用本地"六月豆"为原料，以传统工艺打浆压包精制而成。前童香干韧性强，略带甜味。

2）十二生肖童鞋、童帽

儿童穿的布鞋、戴的帽子、绣有老虎、白免等十二生肖。童鞋、童帽做得精美，细软，是吉祥之

物。

3）笋壳箬扇

用笋壳箬精编而成。扇面有山水花鸟等画。精致、大方、轻盈、玲珑。

4）香袋

用碎布头、笋壳箬、麦秆或茧壳缝制成各种形状的外袋，并采拔野生香草，晒干垫进袋内，上吊

花线做绻，下垂玻璃珠，珠下再垂花线穗须即成。香气宜人，美观大方。

5）仿古工艺品

由镇上仿古工艺厂制作的要制工艺品有：龙舟、佛龛、佛像、微缩古建筑、仿古灯饰等几百个品

种，古朴、典雅、精灵，是馈赠亲友的上佳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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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竹紫竹盆景

方竹紫竹为竹族珍品。方竹，棱角分明，呈正四边形。紫竹，竹杆乌黑。装点居室平添清新和幽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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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特别提示

宁海旅游资讯中心电话：0574—25552888 2555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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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反馈

感谢您的使用：）

欢迎将您的意见反馈给我们，以便更好地完善本攻略，为您的出行提供更贴心帮助 >>

热门旅游攻略推荐

丽江：柔软时光 峨眉山：养生修佛 杭州：人间天堂

北京：祖国的心脏 香港购物2011 魅力宝岛自由行

尼泊尔：千佛之国 马尔代夫：花环群岛 瑞士：瑞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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