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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往昔 德宏曾多苦難
上世紀20年代，作家艾蕪因逃避包辦婚姻而徒步來到

昆明，並最終流浪到緬甸仰光，此後，他根據自己的親身
經歷發表了著名小說《南行記》。因對滇緬邊境下層民眾
的苦難與鬥爭，以及邊地絢爛多姿、荒蠻神秘風情風光的
展現，《南行記》一經出版便引起了國人的極大關注。

當時，艾蕪便曾流浪於德宏一帶，並經由盈江出境而
至緬甸。《南行記》中對鴉片、匪患、疾病的描寫，很大
程度上便是德宏當時的真實寫照。

歷史上，德宏地區從元代開始設立土司進行管理，土
司制度和山官制度一直延續到了國民政府時期。艾蕪當年
在德宏的所聞所見，便是封建社會制度下落後、原始、壓
迫的直接產物。

1950年4月，德宏和平解放，軍政代表團根據德宏各族
人民處於不同社會形態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推行了 「差
異化」的民族改革辦法：在傣族地區實行 「和平協商土地
改革」，徹底廢除了延續600多年的土司制度；在景頗族、
德昂族、傈僳族居住的廣大山區則不經土改，以 「直接過
渡到社會主義」的方式廢除了保有氏族公社殘餘的山官制
度；漢族則進行 「緩衝土改」，徹底廢除封建領主制，解
放了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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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的艾蕪，建州後亦重走舊途，看到滄海桑田的變化，
欣喜之餘又寫下了《南行記續篇》，重向世人介紹了邊疆
欣欣向榮的景象，感嘆舊貌已換了新顏。

一輪甲子 德宏奮發跨越
在翻開歷史新篇章後，德宏繼而走過了60年的光輝發

展歷程。德宏州州長龔敬政表示， 「在黨中央、國務院和
雲南省委、省政府的正確領導和關心支持下，德宏各族人
民自強不息、團結奮鬥、開拓創新，將一幅經濟繁榮發
展、人民生活幸福、社會保障健全、生態環境良好的瑰麗
畫卷展現在世人面前。」

60年來，歷屆州委、州政府團結帶領全州各族幹部群
眾，堅持不懈地強基礎、增後勁、促發展，全州經濟總量
不斷增大，綜合實力大幅提升，創造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資料顯示，1952年建州前，德宏總人口34.51萬，生產總值
僅有2653萬元。2012年時，德宏總人口122萬，全州生產總
值達到201億元。同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
17662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763元，均是建州之初
的百倍以上。

60年來，改革發展的和煦春風，喚醒了沉睡千年的景
頗山，也在寧靜的傣家村寨放飛着希望。在國家和省的大
力支持幫助下，德宏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礎設施
建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全州交通條件大為改善，公路通
車里程由建州初期不足200公里增至2012年的7504公里；芒
市機場建設成為4C級機場並列入國家口岸機場規劃，瑞麗
機場也正加快規劃建設；昔日的滇緬公路如今成為高等級
320國道；大瑞鐵路德宏段奠基並即將實質性開工建設，中
緬油氣管道即將建成投入使用；中緬國際鐵路和高速公
路、中緬陸水聯運通道等直達印度洋國際大通道建設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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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煌屬於過去，未來還看今朝。建州60周年慶祝活動期間，德宏
州政府舉行了60周年紀念座談會，社會各界人士在回顧往昔輝煌成就
之際，更多地則對今後的發展給出了很多好的建議與觀點。

刀安鉅，德宏州原州長，在任期間德宏正好跨入第一輪改革開放
的高速發展時期，紅火的德宏邊貿和快速推進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德宏
的後續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為德宏贏得了 「敢為人先」的讚譽。面
對現在千載難逢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刀安鉅認為： 「德宏的山區面積
與人口較多，因此未來的發展規劃應從實際出發，要注意山區的發
展，不能只盯着城市壩區，否則容易導致布局失衡，造成欲速則不達
的結果。其中，瑞麗試驗區的布局規劃對整體發展至關重要，一定要
立足當下、深謀長遠！」同時，刀安鉅認為， 「面對德宏日益明顯的
國際化發展趨勢，未來對各類人才的要求會越來越高。因此，一方面
要加強對本土幹部素質的提升，一方面要強化學校的教育培訓，甚至
可直接面向南亞、東南亞吸引高端人才，彌補人力資源的不足。」

夏陽，現任德宏州人大秘書長，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作為
德宏本土年輕一代建設者的代表，夏陽認為德宏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
時，也要注意精神文明層面的建設， 「要多推出有代表性的思想道德

德宏今天的輝煌成就，離不開那些為德宏發展嘔心瀝血、默默奉獻
的開拓者、建設者們。在建州60周年的各項慶祝活動中，人們紛紛以不
同的方式向建設德宏的先驅們表示着致敬，感謝他們為德宏所做出的卓
越貢獻。據了解，當初包括解放軍在內的首批德宏建設者有數千人，目
前全州健在的南下幹部還剩500人左右。

張彭健，原雲南邊縱七支隊33團2營教導員，1953年以民族工作第
三大隊盈江中隊隊長、盈江工委副書記的身份進入德宏，曾任德宏州委
副書記。德宏的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乃至政策決策張彭健都見證、參與
過，可謂是與德宏同步成長的人。雖已年過八十，但張彭健記憶奇佳，
面對記者的採訪既淡定而又不失犀利。

張彭健說，建州之時德宏有三個難關等着他們：一是匪患嚴重，敵
特活動猖獗；二是鼠疫、瘟疫、瘧疾橫行；三是民族工作很難開展。

德宏建州初期的匪患跟一個人有很大關係，他就是德宏盈江人，曾
在滇西抗戰中聲名顯赫的國民黨十三集團軍司令李彌。兵敗淮海後，李
彌退守雲南這塊曾給予他光榮與夢想的地方，1949年盧漢通電起義，李
彌率殘部2萬跑到緬甸，糾集逃境反動武裝建立 「雲南反共救國軍」，

德宏行政區劃從建州至今曾發生過多次變遷，每次變遷都是當時社會經濟條件下
的特定選擇，反映出國家在對邊疆的管理和政策上進行了大量的探索與實踐。

第一次變遷德宏稱 「區」。解放前，國民黨政府設騰沖專屬管轄德宏地區，並延
續明清時的土司、山官制度，因此德宏1953年以前的行政管轄隸屬於保山專區。1953
年7月建州時，經中央批准，定 「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區」為名稱，首府設在芒市。

第二變遷正式稱 「州」。3年後的1956年，基於德宏人口少、基礎薄、發
展難的現狀，從幫扶發展的考慮出發，經國務院批准，撤銷保山專區，把所
轄保山、龍陵、騰沖、昌寧劃歸德宏管轄，德宏的名稱因此也從 「自治
區」改為了 「自治州」。

第三次變遷重新把保山劃出。1963年，國家恢復保山專區，把保
山、龍陵、騰沖、昌寧以及新成立的施甸縣從德宏州劃出。

第四次變遷撤銷德宏州。1968年，德宏州建制撤銷，所屬5縣1鎮劃
歸保山地區。

第五次變遷恢復建制，隸屬保山地委領導，時間是1971年。
第六次變遷至今。1973年，德宏州與保山地區徹底分設，從不同

的特色與優勢出發，各自駛入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建州60周年慶祝活動期間，傣曆新年潑水節也同時舉
行。考慮到雲南近來的旱情，今年的潑水節突出了勤
儉節約，主打民族特色的原則。萬人採花扮龍舟，
千人放生對山歌，傣劇表演，孔雀舞大賽，少數
民族手工藝品、服飾及特色產品展銷會等精彩
活動伴隨着潑水狂歡的舉行，把節會的氣氛
推向了最高潮。

潑水節期間，人們都 「全副武裝」了
各類潑水器具，皮卡車上還載着移動的
「遊擊大軍」，芒市大街小巷勢如暴雨捲

席。陽光燦爛的中午，整個城市潮濕清
爽、狂歡喧囂。採訪的記者們都用塑膠布
把相機包裹得嚴嚴實實，即使這樣，也難免
被熱情的水滴侵入。

在這個潑水越多，祝福越多的日子裡，水
成為了獨一無二的狂歡載體。 「你會潑水嗎？」
這問題或許有點怪，但如果你在水槍、水氣球、水
桶、水盆的 「圍剿」或是對攻下，走過了幾條種滿亞熱

60年來，隨着國民經濟的迅猛發展，全州城鄉居民家
庭財富成倍增長，消費結構也從簡單的滿足吃、穿的單一
模式發展為包含住、用、行、文化娛樂在內的多元模式。
「興邊富民」工程、邊疆解 「五難」惠民工程在全州加快

實施，教育、科技、文化、衛生、就業、社會保障等社會
事業不斷進步。現在，德宏已全面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
育，初步建成了比較完善的民族教育體系；城鄉醫保、社
保基本實現全覆蓋，衛生機構床位數由97張增加到4543
張，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體系進一步健全；盈江 「7‧

5」、 「7‧20」泥石流滑坡、 「3‧10」地震等自然災害恢
復重建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神奇美麗的德宏，正煥發出
無限的青春與活力。

60年來，德宏各族兒女立足邊境優勢、深掘區位潛
力，創造了一個個開發開放的奇跡。1952年，畹町作為政

頻頻騷擾邊境一線。建州後，德宏開展了歷時較長的剿匪工作，直到上
世紀60年代，德宏境內最後一次剿匪戰鬥才結束。據德宏史料記載，僅
1952年12月，解放軍就進行了428次剿匪戰鬥，殲滅土匪25股，擊斃和
擒獲土匪4700人。

由於長期兵亂及經濟發展滯後，解放前的德宏醫療衛生狀況十分糟
糕，張彭健回憶說： 「當時的工作隊員，沒有一個不染上瘧疾的。」張
彭健自己就患了一個月的瘧疾。1952年，德宏全境瘧疾爆發，發病率高
達27.5%。中央為此專門派出醫療隊參與控制治療，除了軍隊，醫療隊
成了當時德宏田間陌頭出現最多的身影。

提及民族工作，曾在雲南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工作過的張彭健說，德
宏給他的第一印象就是 「工作難做」。由於長期的隔閡以及當時散布的
謠言，德宏的少數民族一看到工作隊就馬上跑開。因此， 「做好事、交
朋友」成為了當時工作隊開展民族工作的第一信條。

60年滄海桑田，如今德宏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邊境穩定、經濟
繁榮、社會事業發展、各民族和睦共處，成為國家沿邊開發開放的代表
和民族團結的楷模。回顧一生的奮鬥，張彭健說： 「60年無怨無悔！」

1953年7月，中央批准成立 「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
區」，自治區首屆各族各界代表大會在芒市舉行，3年後自
治區更名為 「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定芒市為州府，
德宏由此拉開了60年奮進發展的徐徐大幕。

隨着社會制度及生產方式的轉變，德宏稻米、甘蔗、
橡膠等農業產業不斷提升做強，在全省，乃至全國打響了
品牌，擁有了重要的產出話語權；教育、衛生、醫療、科
技等事業快速發展，較短時間內便控制住了鼠疫、瘧疾等
疾病的肆虐。在各族人民勤勞智慧的共同耕耘下，德宏很
快從小說中的 「瘴癘蠻荒之地」蛻變為了 「頭頂菠蘿，腳
踩香蕉」的 「神奇之地」。至60年代，隨着一首 「有一個
美麗的地方」傳唱於大江南北，一個嶄新的德宏更向世人
展示出了她清新脫俗、豐裕富饒的美麗！當年寫下《南行

楷模，在精神層面起到引導示範作用。」同時，夏陽還強
調， 「德宏的發展一定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這在內地
發達地區已經有着深刻的教訓，德宏要引以為戒。」

由於德宏與緬甸珠寶玉石貿易和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珠寶玉石一直是德宏的核心特色產業。瑞麗市委宣傳部副部
長、寶玉石協會常務副會長儲雲春認為，對已具備完整生產
體系的德宏珠寶玉石產業，靠壓低勞動力成本和資源消耗來尋
求新的增長點既不現實、也不長遠，加快技術、產品、品牌以及
產業組織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才是新時期下珠寶玉石產業發展的
「德宏選擇」。 「注入了文化內涵，石頭就成為有靈魂的藝術

品，這是德宏珠寶玉石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
現在，瑞麗試驗區的建設已成為德宏發展的核心，作為德宏

知名企業代表，後谷咖啡董事長熊相入對瑞麗的未來寄予了更高
的期望，他認為， 「要把瑞麗放到一個更高、更寬的視野去看，
瑞麗不僅僅是德宏的、雲南的、中國的，還應是世界的，它將成
為一個輻射南亞、東南亞的重要國際都市。雲南的對外開放應該
是兩扇門，對內的這扇門是昆明，對外的是瑞麗。」

各界代表暢談德宏未來各界代表暢談德宏未來發展發展

規劃建設中。同時，全州固定資產投資由62萬元增加到
157.9億元，已建成中小型水庫70座，水利工程年供水量達
75709萬立方米；建成水電站135座，總裝機286.9萬千瓦，
發電量由1955年的1萬千瓦時增至2012年的114.7億千瓦
時；城鎮化進程加快推進，全州城鎮化率達37.53%，州府
芒市榮獲國家衛生城市、省級園林城市稱號。如今的德
宏，空中架彩橋、邊關變通途、電站布河川、城鄉換新
顏，繪就了躍進騰飛的壯麗畫卷。

實黨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現了各少數民族當家做主的願
望。全州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互相尊重、互相信
任、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
關係不斷鞏固，少數民族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民族團結模範州」建設成效顯著，德宏的邊境線成為了全

國睦鄰、安鄰、富鄰的典範。在民族團結進步、邊疆繁榮穩
定的可喜局面下，122萬各族人民正踏着歡快的舞步，跨過厚
重的歷史，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展望未來 德宏美麗無限
60年堅持不懈的努力，為德宏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

礎；60年艱苦奮發的創業，勤勞勇敢的德宏各族人民創造並
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展望未來發展，德宏州委書記李
磊表示， 「在新的征程中，德宏將緊緊圍繞與全省全國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按照 『增四倍、翻兩番、增兩
倍、奔小康』的要求，以橋頭堡黃金口岸和瑞麗國家重點開
發開放試驗區建設為總抓手，以建設美麗德宏為總要求，全
力推改革擴開放，建設活力德宏；夯基礎強產業，建設富強
德宏；興文化促團結，建設和諧德宏；優生態惠民生，建設
幸福德宏；抓實基層，打牢基礎，不斷提高邊疆黨的建設科
學化水平，奮力開創德宏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新
局面，努力把 『有一個美麗的地方——德宏』建設得更加美
麗、更加繁榮富強！」

務院首批對外公布的國家一級口岸被載入史冊；1985年，
德宏全境開放為 「邊境貿易區」，率先在全國開展了以大
規模邊貿為主的對外貿易，一度贏得了 「全國邊貿看雲
南、雲南邊貿看德宏」的讚譽；2000年6月，國家批准設立
「瑞麗姐告邊境貿易區」，成為全國最先實行 「境內關

外」特殊監管模式和優惠政策的貿易區；2010年6月，《中
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的若干意
見》把瑞麗確定為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並於2011年5
月正式啟建。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今天的德宏已擁有一
個國家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兩個國家一類口岸、兩個國
家二類口岸、兩個邊境經濟合作區和實行 「境內關外」特
殊管理模式的姐告邊境貿易區，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全方位
對外開放格局。全州外貿進出口總額從1953年的318萬元增
加到2012年的15.9億美元，連續多年佔雲南省對緬貿易的
60%以上、佔全國對緬貿易的25%以上。2012年，瑞麗口岸
出入境人員、出入境交通工具、出入境貨運量、進出口額
均在全省口岸中排名第一。現在的德宏，已從昔日的邊陲
末梢變成了橋頭堡中的橋頭堡、前沿中的前沿、窗口中的
窗口。

60年來，德宏歷屆州委、州政府始終把維護邊疆穩
定、增進民族團結置於各項工作的重要位置，認真貫徹落

張彭健張彭健：：德宏建州初期闖過三道難關德宏建州初期闖過三道難關

建州60周年慶祝活動期間，德宏州成立60周
年州慶文化成果發行式在芒市舉行。此次發行的
60年州慶文化成果包括 「輝煌60年，騰飛新德
宏」個性化郵票、書籍《凱歌健行》、畫冊《德
宏—一個美麗的地方》、攝影集《有一個美麗的
地方》以及音樂光碟《曹鵬舉創作歌曲集》等，
這些文化成果時間跨度大、內容豐富、製作精
美，從不同角度客觀真實地記錄了德宏60年的發
展變化，宣傳了德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展示
了德宏豐富的自然及人文資源，同時，也以不同
的形式歌頌了德宏人民60年艱苦奮鬥的歷史，是
德宏60年民族文化繁榮發展的一個縮影。

德宏州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何汝利，州委
常委、宣傳部部長李燕蘭出席發行式並為 「輝煌
60年，騰飛新德宏」個性化郵票揭幕。何汝利指
出，今後，德宏州將不斷挖掘民族文化，製作形
式內容新穎、種類繁多的民族文化成果，為推動
德宏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做
出更多貢獻。

李燕蘭向與會人員介紹德宏形象片攝製情況
時表示，德宏民族文化資源、綠色生物資源豐富

多樣，地理區位獨具優勢。這部反映德宏區位優勢、自然風光、風土人情、和諧發展的形象片
將讓世人進一步了解德宏、關注德宏、走進德宏、分享德宏，提升德宏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發行式上，與會領導向各縣市區和參加儀式的單位、公司贈送了州慶文化成果，並一同觀
看了《美麗德宏—邊‧情‧綠‧寶》形象片。 （焦迪）

6060年德宏州慶文化成果發行年德宏州慶文化成果發行

德宏速遞

潑水節潑水節：：激情把陽光澆透激情把陽光澆透
帶果樹的街，最後連呼吸都變潮濕後出現在芒市廣場時，看到

更多的人、更多的水時，你一定會感嘆： 「哦，原來這才
叫潑水。」

芒市廣場分成了兩撥人， 「多數派」擠滿了整
條街， 「少數派」則以一群佔據了一個街邊樓層的

美女們為主，大家演繹着一場以水為武器的攻守
戰。空氣中四處彌漫的搖滾樂用強勁的節奏不斷
地催促着每個人： 「快點！再快點！」進攻方
的動作完全是舞步式的，集體半傾身，踩到最
後的節點時一起把水潑向樓欄後面的美女們。
而此時，廣場上還有意猶未盡的人已在漫天水
花中光着身子跳起了舞。

每年潑水節，組委會都會為人群提供取水的
水箱，水來自遙遠的山林水庫，溫度大概在20度

左右。在極富熱度的陽光下，渾身濕透的記者察覺
到了絲絲涼意，而大街上很多女孩子早已呈現出同一

個模式——發着抖、扯着濕透的衣角，卻還在笑——
狂歡的人們有着把陽光澆透的激情。

德宏行政區劃歷史上曾多次變遷德宏行政區劃歷史上曾多次變遷

自2009年9月在瑞麗姐告建立 「國門書社」以來，德宏州已
相繼在隴川拉影、盈江那邦兩個口岸新建了 「國門書社」，以
讀、用、借、賣及舉辦緬語、漢語免費培訓班，中緬文化講
座，傣、景頗、載瓦、傈僳等少數民族語言講座等活動形式，
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緬邊民、外籍商人前來學習，成為中緬兩
國邊民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窗口。

據統計，目前姐告 「國門書社」平均每天接待讀者200餘人
（次），其中40%的讀者是來自緬甸、巴基斯坦、印度等國的
外籍邊民；隴川拉影 「國門書社」已初步建成集電影放映、邊
民聯歡、體育鍛煉、聲樂舞蹈培訓等為一體的文化交流活動場
所，成為邊民學習、交流、溝通的橋樑。 （鄭紹健）

「國門書社」 搭建中緬
文化交流大舞台

目前，大瑞鐵路德宏段已完成了芒市西
站—瑞麗東站的勘查定測和地質鑽探工作；對
芒市西站—窪子地開展了綜合物探、深孔鑽探
和綜合測試等專項加深地質工作；初步編制了
徵地拆遷資金預算及補償意見，各項前期工作
取得長足進展，具備了開工建設條件。

大瑞鐵路全長330公里，項目投資總額147
億元，其中德宏段長約108.5公里，預計投資60
億元，是中緬國際鐵路通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促進中緬經貿往來，開闢我國通往印度洋的
陸路通道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藍玉芝）

大瑞鐵路德宏段具備
開工建設條件

近日，瑞麗市樣樣好翡翠文化產業
園AAA級景區正式揭牌，成為全國首家
以翡翠文化為主題的AAA級景區。

瑞麗市樣樣好翡翠文化產業園是一
個集玉石毛料公盤、翡翠賭石、產品設
計、玉石雕刻、玉文化展示為一體的翡
翠文化、玉石產業綜合園區，將有助於
遊客到瑞麗全面了解和體驗瑞麗的翡翠
文化，促進瑞麗旅遊事業快速發展。

（杜軍）

全國首家翡翠文化
產業園落戶瑞麗

由台灣知名導演鄭芬芬執導的電影《畹町
橋》近日在芒市試映。

《畹町橋》以二戰時期滇緬抗日戰場一個
遠征軍士兵上官青回國尋親的回憶為主線，展
現了上官青和遠征軍連長凌河與傣族姑娘玉香
三個年輕人在戰爭中的命運與情感，再現了慘
烈而英勇的滇緬抗戰歷史。 「畹町橋」是戰火
和情誼永恆不變的見證，全劇充滿了在旦夕生
死歲月和特殊情境之下對人性及戰爭的反思。

（魏銀霞）

電影《畹町橋》
芒市試映

▲▲19551955年年，，毛澤東主席接見德宏首任州長刀京版毛澤東主席接見德宏首任州長刀京版

▲▲19561956年年1212月月1515日日，，正在緬甸訪問的周恩來總理和緬甸正在緬甸訪問的周恩來總理和緬甸
總理吳巴瑞總理吳巴瑞，，從緬甸九從緬甸九谷谷經畹町橋步行入境經畹町橋步行入境，，赴芒市參赴芒市參
加中緬邊民聯歡大會加中緬邊民聯歡大會

▲▲19501950年年1212月月，，德宏隸屬保山專區德宏隸屬保山專區，，各族各界代表大會各族各界代表大會
召開時召開時，，人民代表簽到人民代表簽到

19511951年春年春，，民族工作民族工作
隊向群眾宣傳民族政策隊向群眾宣傳民族政策

▲▲瑞麗新建的循環工業園一角瑞麗新建的循環工業園一角

新建的龍江水庫新建的龍江水庫

瑞麗姐告國門瑞麗姐告國門

▲▲中緬邊交會影響不斷擴大中緬邊交會影響不斷擴大

◀◀瑞麗已經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翡翠集散地瑞麗已經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翡翠集散地，，圖為公盤現場圖為公盤現場
▼▼建州建州6060周年慶祝活動上周年慶祝活動上，，德宏各族群眾展現新時代風姿德宏各族群眾展現新時代風姿

▼▼芒市機場芒市機場

▲▲建州建州6060周年慶祝活動上周年慶祝活動上，，德宏創下了千人孔雀舞德宏創下了千人孔雀舞、、萬人嘎伴光舞萬人嘎伴光舞的世界紀錄的世界紀錄

▼▼州慶晚會州慶晚會《《光輝歷程光輝歷程》》以歌舞以歌舞
形式回顧了形式回顧了6060年的發展歷程年的發展歷程

▼▼國家衛生城市國家衛生城市、、省級園林省級園林
城市城市──德宏州府芒市全景德宏州府芒市全景

芒市潑水狂歡節現場芒市潑水狂歡節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