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是
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亦或是旅
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吃喝玩
乐……本栏目注重记录旅途中的美好过
程， 以玩家身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
务。 字数在1000-1500字。 要求有小贴
士，有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旅途中
的风光景致、 人文历史、 游历故事所引
发的情思、 带来的感悟。 就像品一杯清
茶，淡淡悠远。本栏目注重旅途故事和旅

途感悟的分享，为您提供一个休憩的场
所。 字数在600-800字。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点，无
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 只要图片
精美再精美。标明拍摄地，文字风格活泼
生动，吸引人，都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要求大图、100字以内的图说。

■周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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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融入现代生活的那达慕
迎宾瀑 疑泻银河一派

峡谷应该是更加幽静了， 但是， 喧
闹的人语声、 清脆的鸟鸣声、 沸腾的瀑
流声告诉你， 你大错而特错了。 中坝河
的水本来不大 ， 但是被人为地引上山
腰， 再从一条水平线上一字儿流下， 便
形成了一道高十余米， 宽达百米左右的
瀑布。 因此， 这瀑布就有了气势， 在山
谷中流泄着， 轰鸣着， 如掌声雷动， 如
鼓乐喧天， “好像叠叠的浪涌入岸滩，
又像阵阵的风吹过松林”。 “瀑布风前
千尺影， 疑泻银河一派 。” 一进山门 ，
就有这样的一个热情、 奔放、 天然、 免
费的欢迎仪式， 不禁要叹服开发者的匠
心独具了。 随着瀑流的冲击， 细小的水
珠四处飞溅， 如烟， 如雾， 如尘， 轻轻
地， 悄悄地， 亲吻着你的面颊， 给你带
来阵阵凉意。 花草树木终年被这水雾滋
润着， 显得格外清新和洁净。

正自欣赏着， 猛抬头， 见一木牌上
书 “迎宾瀑” 三字， 虽然名字俗了点，
倒也恰到好处。

一线天 入林仰面不见天
进入峡谷，虽是初夏时节，却是凉风

习习， 穿着衬衣套夹克感觉正舒服，便
想，若是在这样的幽境里消暑度夏，该是
何等地舒心和惬意。 两岸奇山耸峙，隔
着几米宽的中坝河，朝夕守望，相看两不
厌。 峡谷愈来愈幽深， 栈道也随山势忽
上忽下，忽左忽右，各具特色的桥又把人
一会儿带到左岸，一会儿又送到右边，使
人感觉更加幽深莫测了。 这里没有车马
的喧嚣，没有市井的吆喝，唯有南腔北调
的人语，轻灵欢快的水声，空灵悠扬的鸟
鸣，使人不禁会发出“问今是何世，乃不
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慨。

迈上几步台阶， 一条窄窄的、 幽深
的碧潭阻住了去路。 有人说， 一线天到
了。 抬头望， 果然名不虚传， 望不见顶
的峭壁隔河相对， 峭壁上又长出了许许
多多的绿色植物， 纷纷伸向河的上空，

连那窄窄的一线天， 也被树枝分割得奇
形怪状， 星星点点， 这才领略到了 “入
林仰面不见天， 登峰俯首不见地” 这句
话的妙处。 这里是鸟儿的王国， 听着各
种各样奇怪的鸟叫， 你就会不由自主地
去寻找鸟儿的踪迹， 但也许是山里的鸟
儿们没见过什么世面， 它们总是羞涩地
躲在密林深处， 像是跟你捉迷藏一样，
吊足了你的胃口。

屁股还没坐热，便过了“一线天”。我
不知道是这“一线天”距离太短，还是时
光过得太快？总之，游人都是意犹未尽。

鹰嘴崖 刺破青天锷未残
同样的景致看得多了， 就会产生视

觉疲劳 ， 可这样的疲劳感刚刚露出苗
头， 峡谷就好像知道了我们的感觉， 忽
然变得稍稍开阔起来， 也忽然有了供游
人休息的亭台楼榭， 走累了的游人正好
在这里驻足观景， 拍照留念。

“鹰嘴崖”！ 忽然有游人叫了起来。
顺着游人手指的方向， 一座雄奇的山峰
扑进了我的视野。 一路上， 峡谷狭窄、
林木幽深， 一直都 “不识庐山真面目”，
这回终于看清了。 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
地貌， 壁立千仞， 如刀劈斧削， 直耸云
天，大有刺破青天之势。 看着这山形，便
想起了毛主席的“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妙句。 更为奇特
的是山的形状，尖尖的山头状如鹰嘴，头
稍稍地侧着，像是在窥伺猎物，又像是在
傲视万物，使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正在
众人仰头欣赏鹰嘴崖之际， 在鹰嘴崖之
巅，飞来了一只鹰，它时而滑翔，时而俯
冲， 时而盘旋， 久久不肯离去， 让那些
只在影视或图画上见过雄鹰的城里人足
足地饱了一回眼福， 也让众多寻幽览胜
的游人受到了一次洗礼。

如果说， 中坝河是温情的女子， 那
么， 鹰嘴崖就是名符其实的伟男子！

香港打造旅游新景点

图为7月22日手捧哈达的迎宾
姑娘在那达慕大会的开幕式上。 当
日，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第
二十八届那达慕大会在百灵庙那达
慕文化产业园区举行， 此次活动设
赛马、 赛驼、 搏克、 射箭等比赛。

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 意为
“娱乐、 游戏”。 每年七八月牲畜肥
壮的季节举行的那达慕， 是蒙古族
群众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的文体娱乐
大会 ， 那达慕上有惊险刺激的赛
马、 搏克， 令人赞赏的射箭以及引
人入胜的民族歌舞。 随着时代的变
迁， 古老的那达慕文化被传承和发
展， 并融入了现代的元素， 已经成
为草原人民展示民族文化、 吸引游
客的重要平台。

每年夏季， 在草原举办的大大
小小数百场那达慕， 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海内外游客前来。

据新华网

最最后后的的秘秘境境:: 雄雄奇奇峻峻秀秀中中坝坝峡峡

醒目霓虹灯牌、 旧式茶楼陈设
……经过翻新的木制渔船充满香港
老味道。 今年暑期， 维港之畔又多
了一道 “怀旧小轮” 的风景。

除了为人熟知的天星小轮外，
穿梭于香港维港两岸的， 还有往来
港岛西湾河至九龙观塘、 西湾河至
鲤鱼门三家村等航线。 近日， 这两
条航线的渔船和码头被运营方珊瑚
海船务公司重新装修， 加入怀旧老
香港的元素， 于上月起以全新面貌
启航。

“我们一直希望善用资源， 将
渡轮航线转型为旅游项目， 一方面
在非繁忙时间做怀旧渡轮游， 同时
继续肩负接载街坊市民的任务 。”
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主席郑静华日
前接受采访时说， 这样既可加强香
港旅游特色， 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

除了上述两条航线外， 珊瑚海
还 有 一 条 往 来 三 家 村 至 东 龙 岛
的航线。

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5个月， 抵港旅客整体数字
逾2360万人次， 同比增加3.2%。 其
中过夜旅客超过1100万人次， 同比
增加5.7%。

据新华社

于陕西省石泉县后
柳水乡汇入汉江的中坝
河， 一路浅吟低唱着，像
是一首舒缓的迎宾曲，又
像一位活泼的向导，很自
然地把游人带进了中坝
大峡谷。中坝峡谷是国家
AAAA级景区，集雄 、奇 、
峻、秀于一体，被人们誉
为“最后的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