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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旅游资讯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
今年已诞下虎宝70余只

瓦伦索平原是最佳薰衣
草赏花地

根据资料显示， 薰衣草最早野生于
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地中海沿海的阿尔卑
斯山南麓一带，以及西班牙、北非等地，
法国南部地区16世纪末就开始栽培这种
植物。 薰衣草的花语是 “等待爱情”，身
披紫衣更是为其增添了一份浪漫的味
道，国内不少地区近年来也开始种植。

当 地 人 告 诉 笔 者 ， 薰 衣 草 分 为
lavendi （杂交品种） 和fine lavender （原
生品种）， 前者6月底到7月中旬开花 ，
植株较为高大 ， 颜色较深 ， 观赏性很
高， 非常适合拍照。 网上的薰衣草花田
美照主要是在杂交薰衣草田里拍出来
的； 后者植株较为低矮， 颜色较浅， 对
海拔有一定的要求， 据说全世界只有普
罗旺斯地区能存活。

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花田主要分布在
索村 （Sault） 和瓦伦索 (Valensole) 地
区， 两地一西一东， 略有区别。

每年气候不同， 薰衣草的花期也会
有些许变动。 索村的薰衣草大部分是原
生品种， 花期为7月底到8月中旬， 8月
15日以后当地农民会去收割 。 瓦伦
索的薰衣草是杂交品种， 每年6月20日
至7月15日前后为盛开期， 过了这个时
间也会被收割。 所以要想好好欣赏花田
并拍出美照， 一定要在这个期间前往瓦
伦索游览。

泉水小镇宛如南法的一
处世外桃源

在普罗旺斯待上两三天， 每天分设
不同路线 ， 游览知名小镇 ， “一网打
尽” 当地美景。 各旅行社都有类似的经
典成熟线路。

第一天 ： 泉水小镇 （Fontaine de
vaucluse）、 石头城 （Gordes）、 红土城
（Roussillon）、 塞南克修道院 （Abbaye
Sénanque）。

泉水小镇宛如南法的一处世外桃
源， 一条清泉流过镇中， 被誉为法国第
一泉， 水质清澈， 绿意森森， 小鱼和水
草清楚可见， 曾吸引 “文艺复兴之父”、
著名诗人彼得拉克在此定居。

石头城依山而建， 由花岗岩层层累
积而成， 大部分建筑始于中世纪时代，
所有的房屋、 步道都用石头垒砌。 镇中
心遍布咖啡馆， 游客们安静地赏景、 品

咖啡， 说话声音压得低低的， 似乎怕惊
扰这座几百年的小镇。

红土城音译为鲁西永。 相传一位领
主的妻子爱上游吟诗人， 心胸狭窄的领
主为了报复， 将诗人杀害， 深爱诗人的
妻子不愿独自偷生， 纵身跳下悬崖殉情
而死， 鲜血染红鲁西永， 从此这片土地
就呈现出深红色。 其实鲁西永为颜料的
原料———赭石的产地， 从古罗马时代就
很有名， 居民们把赭石用来涂刷房屋外
墙， 所以这里房屋的外观呈现出深浅不
一的红褐色。 据说梵高和高更都偏爱这
里出产的颜料， 很多小店也有售卖。

塞南克修道院坐落在幽静的山谷
中， 始建于1148年， 是著名的西多派修
道院 ， 也是 《山居岁月 》 一书的发生
地。 西多派是苦行僧派别， 所以修道院
内外建筑都极为朴素， 毫无华丽装饰。
修道院前面种植了一片薰衣草花田， 与
建筑的冷峻庄重外表形成鲜明对比， 是
拍摄的好去处， 因此被称为 “全法国最
美丽的山谷”。 最好的拍摄地点是修道
院前面至少1.5米高的石头墙上。 修道
院每天上午向游客自由开放， 可以付费
进入， 参观内部修行室和图书室， 下午
必须随团参观。

一天之内看花游湖赏峡
谷地貌

第二天： 瓦伦索 （Valensole） 或索
村 （Sault）、 凡尔登大峡谷 （Gorges du
Verdon） 、 圣十字 湖 （ Lac de Sainte -
Croix）。

这一天集看花、 游湖、 赏峡谷地貌
于一体， 其中瓦伦索是普罗旺斯薰衣草
种植的大本营， 因为花田太美， 被 《薰
衣草》 《又见一帘幽梦》 等影视剧作为
外景地。 一般旅行社会跟部分花田的拥
有者达成协议 ， 对方允许游客进入花

田拍照；而很多花田依然封闭管理，游客
可在铁丝网外面观赏， 不得入内。

如果您是7月中旬以后来普罗旺斯，
可就去索村看薰衣草。 索村地处山区，
地势跌宕起伏 ， 保留了部分中世纪小
巷， 历史可追溯到1515年。 据说每周三
早上这里有集市。

在花田里尽情拍照后， 就驱车前往
凡尔登大峡谷， 这里2009年被国家地理
杂志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总
长25公里， 深700余米， 岩石陡峭， 是
世界第二大峡谷。 美丽的圣十字湖宛如
一条碧玉项链， 镶嵌在大峡谷深处， 清
风徐来， 水波荡漾， 令人忘忧。 岸边有
租船处， 租上一条船， 一小时大概在20
欧元左右， 就可以深入峡谷欣赏。

建议： 薰衣草长在砂石地上， 性喜
干燥， 生长期要求光照充足， 这意味着
您拍照时不仅要小心脚下， 还要注意防
晒。 南法日照强烈， 即使抹防晒霜， 几
天下来也容易被晒黑 ， 如果不及时涂
抹， 皮肤更是受不了， 会被晒伤。

薰衣草的花香怡人， 引来大批蜜蜂
采蜜， 您在流连花田间的时候要注意避
开， 一般你不惹蜜蜂， 它们不会主动蜇
人。 南法的蚊子很毒， 笔者穿着长袖依
然被叮咬， 所以进入花田前可以喷些驱
蚊药水。

去普罗旺斯旅游， 最好是自驾， 因
为当地缺乏公共交通路线， 小镇之间没
有公交车， 长在公路边的花田也没有专
线到达。 如果不打算租车， 可以去阿维
尼翁旅游局报一日游团， 或者提前在国
内报好团， 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足
够的风景。

在薰衣草花田中想拍出美照， 最好
是穿浅色系衣服， 特别是白衣， 这样与
紫色花田形成反差， 照片颜色饱满， 会
非常好看。

乘车时自喷压力容器
不得超过120毫升

眼下 ，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今
年的繁育高峰正逐渐进入尾声 。
据虎林园工作人员介绍 ， 今年以
来， 虎林园已诞下虎宝70余只， 今
年新生虎宝数量预计在百只左右。

记者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内
看到 ， 今 年 新 生 的 虎 宝 健 康 状
况良好。 几只三个月大的虎宝体
格已经十分健硕 ， 显现出活泼好
动的个性。

饲养人员告诉记者 ， 人工繁
育的东北虎成长到一定阶段后会
接受虎林园的野化训练 ， 它们需
要学会在园内封闭的环境中捕食
野鸡 、 野鸭等猎物， 以保持东北
虎的 “野性”。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总工程师
刘丹说 ， 虎林园会对每年新生虎
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管控 ， 以保持
人工繁育东北虎种群后代的优良。

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隶属于横
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 。
1986年该中心成立时仅有8只种虎，
经过30多年的繁育， 目前该中心已
拥有1000多只东北虎。

据新华社

铁警提醒:

去去普普罗罗旺旺斯斯看看薰薰衣衣草草怒怒放放

暑运大幕拉开， 各地火车站人
流量迅速增加， 铁路公安部门提醒
乘客， 在乘坐火车时， 尽量不要携
带防晒喷雾等自喷压力容器。

7月15日7时15分， 在厦门火车
站北进站口， 来厦门旅游的深圳籍
旅客黄小姐持一张厦门开往深圳北
的动车车票进站 。 经过安检仪器
时， 民警发现黄小姐行李中出现异
常成像， 于是将其拦下。

经细致检查， 铁路民警在该旅
客包裹内找到一瓶300毫升的防晒
喷雾。 “携带防晒喷雾是有一个限
量的， 自喷压力容器的允许携带范
围是120毫升以下， 超过120毫升的
喷雾容器就不允许携带了。” 民警
耐心地向其解释。

据厦门铁路公安处民警介绍，
自今年暑运以来， 厦门站平均每日
接待客流量为3万至4万人次， 违禁
品收缴也达到高峰。 半个月来， 厦
门铁路警方就在安检时查获各类违
禁品2000件， 其中发胶、 防晒喷雾
等易燃易爆气罐类1300件、 管制刀
具324件、 钝器378件。 易燃易爆气
罐类占比高达69％。

厦门铁警在此提醒广大旅客，
乘坐火车时， 携带的指甲油、 染发
剂容器不得超过20毫升； 携带的冷
烫精 、 发胶 、 杀虫剂 、 空气清新
剂、 防晒喷雾等自喷压力容器不得
超过120毫升。 据新华社

每年6月底到
8月中旬，都是法国
普罗旺斯地区薰衣
草盛开的季节 。在
蓝 天 白 云 的 映 衬
下， 大片紫色薰衣
草迎风摇曳， 花田
宛如紫色湖面一般
伸向远方， 与地平
线接壤， 非常赏心
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