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着我们出海的渡轮缓缓驶出了
马赛老渔港 ， 港湾内停满了各式游
艇， 显得有些拥挤， 港口两边伫立着
一栋接一栋黄白相间， 红色屋顶的楼
宇， 早上刚下过雨， 午后的太阳把马
赛港照耀的格外明亮， 蓝蓝的海水被
汽艇拖出了长长的白浪， 我们今天的
目的地是法国作家大仲马名著 《基督
山恩仇记》 里关押爱德蒙唐太斯的监
狱伊夫堡。

体会地牢阴森
我们的船一出了马赛港， 伊夫堡

就进入了眼帘， 岛不大， 一座土黄色
城堡式建筑就竖立在岛上。 大仲马小
说里 ， 唐太斯是在深夜被押上了小
船， 来到这里， 不远处就看到了如鬼
魅般岩石上的伊夫堡， 他才明白自己
的命运已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想
要跃入海中逃走， 却被卫兵死死的按
住， 押进了船舱。

一个受冤屈的人， 眼中看到的是
伊夫堡这座有300年历史的著名监狱，
它恶名昭彰， 所以当它出现在唐太斯
眼前时， 就像一个死囚看见了断头台
一样， 他的心一定是濒临绝望。

没多久， 我们的汽艇停靠上了伊
夫堡的码头， 下了船， 我们顺着青石
板的台阶， 走进城堡前的广场。

在书中， 唐太斯是被两名警卫强
压着手臂， 拖着走上这条石板台阶 ，
警长上了刺刀的火枪就顶在他的背
上， 唐太斯无力反抗， 在那个漆黑的
夜里， 他成了一个梦游的人， 他看到
的东西都是模模糊糊， 他感觉经过了
一座桥， 走进了一道门后， 那门就重
重的关上了， 他的命运就此锁定， 再
也回不了头了。

我们跟随着唐太斯的脚步， 走过
这座桥， 进了伊夫堡的大门， 来到了
监狱的中庭， 这里是整座监狱的最低
处， 正中间有一口不深的井， 井旁一
间囚室， 门檐上挂着门牌， 法文写着
“爱德蒙唐太斯 、 基督山恩仇记囚
室”， 走进这个不到五平方公尺的地
牢， 里面漆黑一片， 也许是管理当局
刻意要游客体会地牢的阴森， 这里面
并没有照明设备， 四面墙壁是坚厚的
石头， 囚室内并无一物， 藉着外面的
灯光， 看到了最里面的墙角下有个比

头颅大的小洞， 通往隔壁囚房。 我们
转到了隔壁， 这是关押法利亚神甫的
地方， 一样黑蒙蒙的。

墙壁下也有一个大窟窿， 借着手
机微弱的灯光， 看清了这两间地牢间
的通道。 大仲马在描写这两个被世人
遗忘的可怜犯人， 他们想挖个通往海
边的越狱地道， 无奈却阴错阳差的挖
通了彼此间的地牢。

在监狱最底层， 两个绝望的心相
会了，同为天涯沦落人，就此变成生死
相交的朋友，直到法利亚病死地牢。

囚室观地中海
出了地牢， 我们走上了伊夫堡的

二楼 ， 这里有十数间大小不一的囚
室， 每间囚室都有一个如碉堡射击口
大小的窗口， 从窗口望去， 蔚蓝的地
中海就在眼前， 窗外的蓝与囚室内的
黑，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离开二楼， 我们上到了天台， 这
里是伊夫堡的最高点， 可以观赏到地
中海的全景， 几个小岛罗列在伊夫堡
的旁边， 渔船小艇穿梭在海上， 南欧
的阳光灿烂又温暖， 照耀着小岛、 小

船， 像串起的珍珠， 令人眼晕。
从天台往下望， 在伊夫堡一角靠

海的地方， 是大仲马在书中描写的海
上坟场， 这里是专门用来海葬伊夫堡
上死去的囚犯， 在验明正身之后， 警
卫会将装在袋里的死囚， 从这里抛入
大海。

在法利亚病死的那夜， 唐太斯将
已入袋的法利亚转移到自己的床上 ，
而将自己悄悄地装进尸袋里。 深夜来
临， 两名护工抬着假法利亚来到了海
上坟场， 奋力一抛， 唐太斯就此落入
了冰冷的海中， 他挣脱了麻袋， 拼命
地想游离伊夫堡， 当他回头看时， 感
觉伊夫堡就像个海上怪兽， 伸着长长
的魔爪， 不停的想将他抓捕回去。 唐
太斯凭着水手的泳技， 终于逃离了关
押他14年的伊夫堡， 在找到法利亚的
基督山宝藏后， 开始了复仇之路。

我们结束了参观监狱的行程， 回
到伊夫堡码头， 坐在岸边等待着回马
赛的渡轮， 海水不停地拍打着岸边的
岩石，看着激起的浪花，感觉像是唐太
斯法利亚的泪水，听到响起的涛声，又
好像是岛上那些受冤屈人在哭泣。

■带你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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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传彬

《基督山恩仇记》是部脍炙人
口的小说，讲述的是青年水手唐
太斯遭到同事、情敌及法官陷害，
被关进了伊夫堡的地牢中， 在经
历了九死一生，终于成功逃离，从
此展开了他的复仇之旅。

当然， 这是大仲马丰富想像
力下的小说，并非真实故事，然而
每天都有着成千上万读者粉丝，
跟随着《基督山恩仇记》的脚步踏
上了伊夫堡。 有人想亲眼一探那
地牢里的秘密， 有人则抱着朝圣
的心来此向大仲马致敬， 伊夫堡
成了马赛最著名的景点之一。

■旅游资讯

读《基督山恩仇记》游法国伊夫堡

9月1日起马来西亚
将向外国游客征收旅游税

近日， 记者从２０１７年西安丝绸
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上获悉， 陕西
省１０１家４Ａ、 ５Ａ景区数据目前已全
部接入陕西省智慧旅游综合管理平
台 。 记者在现场旅游体验中心看
到， 大屏幕上呈现出兵马俑、 大唐
芙蓉园、 乾陵等景点的实时监控画
面， 监控系统还对旅游者的人脸进
行抓拍， 对旅客的性别、 年龄段等
进行记录。

据介绍， 这次带到展会上的陕
西省智慧旅游产业运行监测与应急
指挥平台， 是陕西智慧旅游综合管
理平台项目建设的一期成果。 “等
平台功能进一步丰富后， 游客可以
利用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进
行微信摇一摇， 在景区体验智慧导
览， 享受到一体化、 智能化的便捷
旅游服务。” （新华社）

苏州市近日印发了 《关于促进
苏州市乡村旅游民宿规范发展的指
导意见》， 明确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不得作住宿经营使用， 且乡村民宿
单体建筑房间数不超１４间。

意见界定， 乡村旅游民宿是指
在规划布点村内依法建设的闲置房
屋 （主要是农民空闲的房屋或闲置
的集体用房 、 农林场圃房屋等 ），
结合当地人文景观、 田园风貌等资
源 ， 融合农事体验等农业生产活
动， 经整体设计、 修缮和改造， 既
保持乡村传统风貌， 体现当地民居
特色、 生态环境特点， 营造乡村旅
居氛围， 又能提供舒适、 安全、 卫
生住宿的休闲、 度假体验型经营性
住宿场所。 （新华社）

马来西亚旅游和文化部长纳兹
里近日宣布， 马来西亚将从９月１日
起向外国游客征收旅游税。

纳兹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外
国游客入住马国内任何酒店每房每
晚会被征收１０林吉特 （约合１５.６元
人民币） 的旅游税； 马来西亚公民
和永久居民免于征税； 入住在马文
化和旅游部登记的民宿无需缴税。

据悉， 马来西亚政府原计划以
酒店等级划分征收旅游税， 即五星
级酒店征税最高， 每房每晚２０林吉
特。 但由于旅游部门担心征收高额
旅游税可能削弱自身吸引力而改为
不分酒店等级征收。 （新华社）

苏州规范乡村旅游民宿
单体建筑房间数不超14间

陕西4A、5Ａ景区
全部接入智慧旅游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