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龙雪山，纯净无尘

�玉龙雪山位于云南省丽
江县城北面约15公里处， 13
座山峰呈南北走向 ， 海拔
5596米的最高峰扇子陡长年
白雪盈头， 其余峦岭亦多在
4000米的雪线上 ， 积雪为
冰， 展布出19条冰川， 串连
起一条粉妆玉琢的蜿蜒神
龙， 难怪被当地的纳西族先
祖奉为神山。

■带你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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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

8大名园“网上售票”
应对暑期游园高峰

19条冰川， 串起蜿蜒神龙
清晨抵达丽江， 这城市乍醒还睡，

朦胧着惺忪的薄雾。 旅行社送我们去旅
馆的路上， 看见前路尽头横亘着一脉大
山， 最高处的参差峰峦， 披覆着皑皑面
罩， 将蓝色穹苍衬托得如同水洗过般澄
净， 让丽江早起的人们顿感朝气洗面。

到旅馆放下行李， 我们就被带到玉
龙雪山的山脚， 准备搭乘索道近观雪山
的容颜。 一路车驰所过处尽是人烟稀少
的草原， 心中不免窃喜今日雪山不致于
遭人山人海淹没 ； 谁知走到索道售票
处， 长龙见尾而不见首， 投入推挤杂沓
的人潮中， 大约一个小时， 才轮到入坐
缆车。

景区共有三条索道， 两条仅到达半
山坡的云杉坪和牦牛坪， 我们选择长达
2914米， 最接近山顶的全程索道， 终站
能将千里河山尽揽入眼， 但也承受冻寒
和缺氧的艰辛。 缆车缓缓上升， 玻璃窗
外的景观由亚热带的平阔草原、 温带的
蓊郁幽林， 逐渐进入寒带寸草不生的冻
土石壤， 乘客肝胆欲裂之际， 缆车戛然
而止。

走下缆车， 只见冰雪覆地， 间中露
出嶙峋乱石， 这里海拔“只有” 4506米，
离5596米的扇子陡峰仍有千米之遥， 但
已是人类能够亲炙玉龙天颜的最近 之
地 。 数百访客早已散布其间 ， 有人
临崖远眺沉思， 有人取景摄像， 还有不
少人无畏空气稀薄， 正沿着之字形的木
制阶梯步步上爬 ， 渴求进一步瞻仰高
巍。 游人虽然众多， 辽阔的空间丝毫不
显逼仄， 如蚁的人群反而对衬出扇子陡
的高旷宏伟， 那股雄霸天下的气势， 比
在平地观望更感震悚。

蓝月谷， 水色堪比九寨沟
我们逗留了20分钟， 耳鼻已冻得通

红 ， 又怕高原反应发作 ， 便坐缆车下

山 ， 前往下一个景点———蓝月谷 。 彼
时， 我们的感受仍未从云岭雪峰的苍茫
中回复平静， 一泓孔雀蓝的盈盈流水进
入眼帘， 两岸迤逦着无垠的苍松翠柏，
间中插入几处皓洁若霜的沙滩， 出尘脱
俗的美景立刻如一盏温和甘醇的好
茶 ， 熨平了之前激亢的情绪。 若将蓝
月谷和九寨沟相比， 它的名气和面积都
小得多， 瀑布也不多， 但水色同样明澄
瑰丽。

孔雀蓝的河水贯穿月牙状的山谷，
因此得名蓝月谷。 山体迂回， 区隔出四
处宛若大湖的景点， 分别是玉液湖、 镜
潭湖、 蓝月湖和听涛湖。 河床落差造成
流水的冲击力， 在湖与湖之间切割出一
块块半圆形的天然台阶， 优雅而奇特。
雨急时湍流翻腾起河底的白色泥沙， 因
此这水又名白水河。

纳西村落， 寂静世外桃源
蓝月谷的美丽真会羁留住旅人的心

不让离去。 依恋不舍地再看这片绿树蓝
川一眼， 我们坐上吉普车往一条泥土山
路驶去。

路旁只有无尽的林子， 不久， 车子

停在一条小径前， 我们往坡下走了两三
分钟， 推开门扇， 跨过门槛， 进入一家
堪称简陋的纳西民居， 中庭摆了两张矮
桌， 几张矮凳， 桌上已放好一盘玉米和
一大碗汤， 那就是我们的午餐———纳西
农家菜。 看似极简， 但汤里有菜有肉，
花样颇多， 味道也挺鲜美， 热呼呼地喝
下去， 菜根香的幸福感萦回胸口。

趁别的团员还在用餐， 我们走回刚
才下车的地点摄影。 温暖的阳光， 和煦
而不炽烈地照耀着山谷， 到处是斑斓如
织锦的红橙黄绿树木， 将高高低低的黑
瓦白墙村落纳入怀中。

纳西族在此世代居住不知有几百几
千年了， 纵然近数十年来观光热潮泛滥
到丽江， 这山里的小村子并未失守， 仍
然保留着祖传的容貌。 风穿过林梢， 发
出瑟瑟响声， 回荡在山谷， 此起彼落。
除此之外一片静寂， 几乎要让人怀疑自
己走到了 “不知有汉， 遑论魏晋” 的桃
林尽处。

纳西族是古代羌人的一支 。 根据
2000年所做的人口普查， 云南省住了29
万5464位纳西族人 ， 占纳西族总 人 口
的95.5%。 丽江市设有玉龙纳西族自
治县。

纳西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这一
天我们的司机兼导游就是纳西族女子，
一路上她不断打电话。 我没有问她纳西
族人是否仍能读写祖先的文字。 仅从外
表和穿着来看 ， 年轻一代与汉族人无
异。 我默默祝福这个少数民族， 能代代
流传着先人的语言和文字。

第二天晚上， 我们去到鼎鼎大名的
丽江古城游览。 入目所见全是制式的新
颖建筑， 贩卖着雷同的商品， 灯光亮如
白昼， 照着拥挤的逛街人潮。 如此 “古
城” 多少让人有些失落， 不由怀念起前
一日在乡间小路的和风丽日下， 静静欣
赏着山谷中的白墙黑瓦村落， 那里， 才
是世外桃源。

为应对暑期游园高峰， 方便游
人入园游览， 颐和园、 天坛公园、
北海公园、 中山公园等8家市属公
园全部实现 “互联网预约售票、 刷
码验票入园”。 游客可通过提前或
现场网络购票， 轻松刷码入园， 节
省了排队购票的时间。

据介绍， 今年 “十一” 之前，
北京市属11家公园将全部实现网络
购票。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游
客提前网上购票， 以减少在门区扫
码购票的操作时间。 未消费的电子
票自购买之日起7日内可申请退票。

据新华社

北京：

景区在法定节假日
不得提高门票价格

近日 ， 陕西省物价局下发通
知： 陕西省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的旅游景区在法定节假日期间
及之前１个月内不得提高门票价格，
提高门票价格应当提前６个月向社
会公示。 对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
管理的旅游景区门票价格， 同一门
票上调价格频率原则上不低于３年。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旅游景区提
高门票价格要提前１个月向社会公
示， 在法定节假日期间不得提高门
票价格。

据新华社

陕西：

迎来旅游旺季
“清心避暑”受青睐

入伏后， “上山入海去草原”
成为游客避暑的主要方式。 作为避
暑胜地之一的青海已经迎来旅游旺
季， 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车票住宿
已显紧张。

入夏后， 青海气候相对凉爽，
资源优势愈加凸显。 同时， 该省多
地开展草原旅游文化风情节， 一些
文体活动如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等正在举行 ， 吸引了不少游
客。 目前青海各景区附近宾馆入住
率显著提升， 青海湖附近设施较好
的宾馆7、 8月的预订率已达80%以
上。 业内人士提醒， 7、 8、 9月是
西部旅游旺季， 有计划出行的游客
需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据新华社

青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