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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土耳其安塔利亚省近日将一辆
４５吨重的美制坦克沉入地中海海
底， 以吸引更多潜水爱好者。 为发
展潜水旅游业， 土耳其此前曾将大
型客机、 船只沉入海底， 但将坦克
沉入海底尚属首次。 据当地媒体报
道， 这辆坦克产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曾在土耳其军队服役， 从一百多公
里外的科尼亚省运至安塔利亚省卡
什市。 该坦克最终将被安放在约２０
米深的海底， 以吸引海洋生物栖息
繁衍， 供潜水爱好者参观游览。

安塔利亚省省长穆尼尔·卡拉
奥卢说， 该省的海洋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 希望通过保护生态环境、 创
造海底景观， 吸引更多游客。

土耳其：
将坦克沉入海底当景观

澳门地方虽小， 异土风情却十分浓
郁。 由于受葡萄牙文化的长期影响， 这
座经历了400多年历史沧桑的城市， 具
有十分独特的文化气息。 狭小的街巷、
窄窄的马路、 数不尽的小店铺、 老旧的
西方建筑……今天 ， 当你漫步澳门街
头， 依然会感受到这种文化的交融， 不
知不觉中平添几许怀旧的情愫。

路环———
一个隐居的好去处

澳门路环是一个很小的离岛， 有如
澳门的后花园， 相比澳门本岛来说显得
十分宁静。 路环人少， 车少， 空气好，
人文气息都很朴素， 算得上是一个隐居
的好去处。 看过电影 《游龙戏凤》 的朋
友们或许还记得， 戏中刘德华和舒淇第
一次约会和求婚的地点， 就在路环的圣
方济各圣堂。

圣方济各圣堂建筑风格属于巴洛克
式， 圣堂外墙以奶白色为主， 还有椭圆
形的窗户及钟楼。 在教堂内存放着一些
亚洲最神圣的遗物， 在一个银制圣骨匣
里存放着圣方济各的臂骨， 据说圣人在
日本传教后， 打算进入中国， 于1552年
在距离澳门70公里的上川岛逝世。 作为
一处景点， 除了历史文化的影响， 华丽
优雅的圣方济各圣堂之所以吸引着游
人， 相信戏中那些浪漫的故事， 也为其
平添了许多魅力。

当然， 路环还有另外一个吸引游客
的重要法宝，那就是安德鲁蛋挞。 说起蛋
挞，在澳门最有名气的当属“安德鲁店”
和“玛嘉烈店”，但食客们会发现这两家
在口味上仿佛没有明显差别。 原来，这两
家店曾经都属于一对夫妻。 让人惋惜的
是， 安德鲁和玛嘉烈在开创 “安德鲁饼
店”不久便分手了。 后来才有了“玛嘉烈
蛋挞店”。 据说，玛嘉烈离婚后在气愤之
下， 将安德鲁视为至宝的蛋挞配方卖给
了肯德基。 所以，人们只要在到处可见的

KFC就能吃到安德鲁蛋挞了。
只是今天， 不知道当我们品尝着属

于两家、 但根源却一致的蛋挞时， 是不
是也在品味一段遗憾的爱情 ？ 也不知
道， 这段让人难忘的故事， 是不是安德
鲁蛋挞名扬天下的缘由。

郑家大屋———
寻找昔日的繁荣

和许多充满温情色彩的葡式建筑相
比， 坐落在澳门半岛妈阁街亚婆井龙头
左巷10号的一座宽阔老宅， 比较引人注
意 。 这就是郑家大屋 ， 大约建于1881
年， 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
居。 故居建筑范围约4000平方米， 属岭
南派院落式大宅， 主要由两座并列的四
合院建筑组成， 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
大的民居建筑群。

宅院以青砖为建筑主材， 宅门入口
墙身檐壁上有中式绘画， 为典型中式风
格， 而天花板则是葡式石膏图案装饰。
郑家大屋具有广东传统民居的特征， 同
时融进很多外来文化 ， 可谓中西合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郑家大屋多处空间
被分租出去， 出现 “七十二家房客” 景
象 ， 超负荷的使用对建筑损坏很大 。
2002年起， 澳门特区政府着手修葺， 努
力复原了大屋的原貌。 作为澳门世界文
化遗产历史城区的文物建筑， 让游人一
睹这所清末名人大宅的风采。

从展出的部分文物可以看到， 晚年
的郑观应弃仕还乡， 深居简出， 虽然贫
病交加却依旧思考着 “天之心在民 ”，
呼吁变法维新。 在 《盛世危言》 中， 他
秉正果敢地提出了 “千古无不变之法，
亦无不敝之政 ” 的论断 ， 建议 “欲自
强， 必先致富， 必首在振工商； 必先讲
求学校， 速立宪法， 尊重道德， 改良政
治”。 这些至理名言影响了康有为、 梁
启超、 孙中山和毛泽东等几代人， 今日
读来仍觉掷地有声。

走在高墙四筑、曲径通幽的庭院内，
一砖一瓦，仍依稀可见它昔日的宏伟；外
表斑驳的墙壁和窗棂， 仿佛在时刻提醒
着游人，这里曾经的繁荣……

龙环葡韵———
感受土生葡人的生活

有人说， 要真正了解一座城市， 最
便捷的方式就是去博物馆。 因为， 一座
城市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高楼大厦，
而是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和这座城市每
天演绎的平常生活。

澳门龙环葡韵住宅式博物馆， 位于
凼仔海边马路， 俗称澳门住宅博物馆，
建于20世纪初的葡萄牙式建筑群， 是澳
门极富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走近这里，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五栋
薄荷绿色的葡萄牙风格建筑， 让你顿时
有如约会了一次南欧情调。 这五栋葡式
住宅分为“土生葡人之家”“海岛之家”及
“葡萄牙地区之家”，另两间分别是“展览
馆”和“迎宾馆”。 这些洋楼曾是澳门离岛
高级官员的官邸 ， 也是一些土生葡人
的住宅 。 在这里 ，原汁原味的陈展和
满布全屋的老照片 ，仿佛带你置身于
百年前澳门土生葡人的生活中。

如今， 这些住宅早已人去楼空， 但
仍然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们每年都会
聚集在这里， 举行盛大的葡萄牙文化嘉
年华， 人们更把这里作为缅怀历史体验
葡国文化的最佳地点， 而住宅博物馆则
把龙环葡韵的每一处韵味保存了下来，
供游人观赏。

有旅人说：“品味澳门需要一种平和
与开放的心态 ， 一种温婉与细腻的情
绪。”何尝不是呢？只有深读澳门，你才会
感知， 大大小小的建筑都散发出特有的
气息， 多元文化已经混合成一份难解难
分的缠绵， 让这座城市充满温情———吸
引你停留、细品，去慢慢领悟她别样的风
情……

文莱：
为公厕评级提升旅游环境

“２０１７年泰国榴莲忘返水果自
助盛宴 ” 近日在曼谷尚泰世界购
物中心外开幕 。 本次活动集结了
泰国长柄榴莲 、 金枕榴莲 、 差尼
榴莲等１７种榴莲和山竹 、 红毛丹
等其他 ６种水果 ， 以及芒果糯米
饭 、 榴莲年糕等特色小吃 ， 希望
为外国游客 ， 特别是中国游客留
下深刻印象。

近年来 ， 随着中国游客 、 特
别是自由行游客的增加 ， 不少泰
国商家开始提供中文服务 ， 推出
吸 引 中 国 游 客 的 活 动 。 记 者 在
现 场看到 ， 展销的各种水果都标
上了中文 ， 方便游客挑选 ， 有从
中国香港来的游客称赞泰国榴莲
口味上比自己以前吃到的更新鲜
香甜。

除曼谷外， “２０１７年泰国榴莲
忘返水果自助盛宴 ” 还将在旅游
胜地清迈和普吉举行。

据新华社

文莱的公厕评级工作在今年２
月至４月期间进行， 共对全国６５间
公厕进行了环境设计、 舒适度、 清
洁度和安全性等多方面的考察， 最
后有１１间公厕获得 “Ａ” 级， １４家
获得 “Ｂ” 级， 其余获得 “Ｃ” 或
以下级别。 文莱初级资源与旅游部
旅游发展局局长赞姆利日前说， 文
莱已初步完成对全国公共厕所卫生
评级的工作， 以便提升旅游环境，
让外国游客和本国国民都能在旅行
中对文莱留下美好印象。

赞姆利表示， 公厕不但反映一
个国家的形象， 还关系到旅游环境
的改善和国民素质的提升。

泰国：
推出榴莲自助品尝吸引游人

慢慢品品澳澳门门

对于大多到澳门的旅
游者来说， 常常是匆匆而
过， 远不能读懂一个完整
的澳门。 其实这里， 不仅
有奢华亮丽的现代建筑 ，
更有深藏闹市背后的精美
老街； 不仅有霓虹闪烁的
都市情调， 更有古朴迷人
的隐居圣地； 不仅有大三
巴、 妈阁庙等地标式的建
筑， 还有郑家大屋、 龙环
葡韵、 路环岛等宝贵的文
化遗产和静谧的休闲之地
……在很多人的印象之
外， 还活着另一个需要仔
细品味的澳门。

郑家大屋 圣方济各圣堂 龙环葡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