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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冬季很美， 巍
峨的雪山绵延不断， 古老
的冰川壮丽秀美， 皑皑白
雪映衬下的城市和村庄纯
洁而静谧， 宛如童话中的
冰雪世界。 让我们这些每
天在繁华的都市过着繁忙
虚伪的生活的人有种放松
的感觉。

13
2017年
12月2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旅
游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人在旅途

驴友
笔记

□黄平安

一般的旅游景区， 喧嚣和嘈杂总是不可
避免的。 因位于子午古道旁而得名的子午银
滩景区， 却远离了城市， 静悄悄地躲在陕南
石泉与宁陕两县接壤的汶水河畔。 沙滩被碧
绿如带的汶水河和大片桑园所包围， 若是夏
秋之际， 住在任何一间房子里， 打开窗子，
面对美景， 你就会想起那句 “开轩面场圃，
把酒话桑麻” 古诗来。 这个时候， 桑园里姑
娘媳妇们挥动着纤纤玉指， 把一片片碧绿的
桑叶书写成她们的银色希望。 你也可以跟蚕
农们一道， 钻进桑园做一回采桑女， 真正地
体验一回摘桑养蚕的快乐， 不亦快哉！

我时常想， 在这大山里， 在这小河边，
怎么会有这样的大沙滩呢？ 如果有的话， 那
沙滩也可能是泥沙混杂， 乱石林立， 一派荒
凉和萧条之象， 但事情就是这样怪， 这沙滩
不仅面积大 ， 而且沙质好 ， 少杂草 ， 无乱
石， 细腻， 温柔， 赤了脚踩上去， 松松的，
软软的 ， 有流沙在你的指间流动着 、 摩挲
着， 令你脚丫痒痒的， 柔柔的。 赤着脚静静
地走在沙滩上， 你会想起很多， 也会忘记很
多， 留给你的只有舒适、 惬意和超然了。

如果你喜欢惊险刺激或是体育运动的
话， 到这里算是找对了地方， 沙滩排球、 沙
滩足球、 沙滩摩托、 儿童蹦床、 真人CS体验
战等众多项目， 让在城市呆腻了的人， 尽情
放飞禁锢已久的心， 让心情不再沉重， 心事
不再发霉 ， 怀揣着青山的绿意 、 田园的清
香、 农人的憨直、 运动的快意， 呼吸着高密
度的负氧离子， 然后回归城市、 回归岗位，
那将是何等的快事， 又是何等的幸事。

爱玩水和不爱玩水的人 ， 到了汶水河
边， 都想去亲近一下。 因为这水太纯了， 太
清了， 太绿了， 它来自秦岭山中， 点点滴滴
都被碧树绿草滤过， 是公园里和江河湖海里
的水没法相比的。 在这静美得近乎有些夸张
的沙滩上， 有的赤了脚随着那条水沙相交的
曲线奔跑， 有的索性穿上泳装与鱼儿为伍，
有的垂钓， 有的写生， 有的摄影， 有的自由
自在地享受着沙滩浴， 有的则叫上竹筏， 随
波逐流着。 总之， 来这里的人都太贪婪了，
好像自己的魂被什么东西钩住了似的， 来了
就不想走。

回来的时候， 我一边走一边回味着沙滩
之旅的快乐 。 这快乐 ， 得益于开发者的慧
眼。 于是， 我想起了一句话———我们身边不
是没有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漫步子午银滩

瑞士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 （或
归类于西欧） 的联邦制国家， 与德
国、 法国、 意大利、 奥地利及列支
敦士登接壤。 虽然从地理上看， 瑞
士只占欧洲的一小部分， 但这个国
家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带给旅行者莫
大乐趣。 整个大陆具有各种引人入
胜的地形和景观 、 自然和人工融
合、 多姿多彩的瑞士， 随处都能找
到令人感兴趣的事物。

阳光之城－圣莫里茨

圣莫里茨位于瑞士东南部的格
劳宾登州， 库尔东南、 因河河谷上
游 ， 被山清水秀的恩嘎丁山谷环
抱。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 圣莫里
茨一年有300天以上都是阳光普照
的好天气 ， 有 “阳光之城 ” 的美
誉， 听说这也是瑞士最富有的一座
城市哦。 来到圣莫里茨最推荐去的
并不是圣莫里茨湖， 而是另外一个
湖， 叫锡尔斯湖， 锡尔斯湖是格劳
宾登州最大的湖泊。 这一地区还有
圣莫里茨湖 、 羌普菲尔湖和锡尔
瓦-普拉纳湖， 四个湖泊构成了上
恩嘎丁风光旖旎的湖泊群。 锡尔斯
湖位于海拔1800米的高原上， 处于
马洛亚山口和贝哈尔山谷之间。 锡
尔斯湖湖面宽阔， 既可以举行惊险
刺激的帆船、 帆板、 滑水、 滑翔跳
伞等的水上运动， 也可以驾手划艇
或单人船， 泛舟湖面， 乐享上恩嘎
丁地区的宁静安详。

如果您是家庭出游， 建议大家
尝试锡尔斯湖的游船观光。 在海拔
1800米的地方感受欧洲海拔最高的
游船观光服务， 途经的一些历史景

点中还可以看到当年哲学家尼采思
考人生的地方。 购买环湖船票， 花
40分钟感受自然， 或者将游船和徒
步结合， 领略瑞士的湖光山色。 环
湖观光已有100多年历史。

圣莫里茨是冬季欧洲旅游的热
土和冰雪运动的诞生地， 被称为阿
尔卑斯山的大都市。 在周边区域有
为冬季运动爱好者准备的350公里
滑雪道 ， 采用了最新式的基础设
施。 这个冬天， 著名的小镇因特拉
肯会将中心地段变成一个寒冬中的
美好仙境———“魔幻冰场 ” 由不同
规模的溜冰场组成 ， 一条长约400
米的蜿蜒滑道将这些溜冰场连接在
一起。 一场酣畅淋漓的冰雪之约正
等你光临。

乘 “雪国列车” 穿越布里格

作为少女峰地区的门户而闻名
的因特拉肯， 位于图恩湖和布里恩
茨湖两湖之间， 而得名两湖之间的
意思。 自古以来就是风光明媚的度
假胜地。 来了瑞士， 怎么能错过瑞
士最具有代表性的冰川快车呢？

冰川快车， 是世界十大顶级豪
华列车之一。 它每小时以三十公里
左右的速度行驶， 被称为是世界上
最慢的快车， 但也是世界上最受欢
迎的全景观列车。 每年大约有25万
游客登上 “冰川快车 ”， 体验瑞士
阿尔卑斯山区的梦幻之旅。 冰川快
车连接着瑞士的两大代表性高山疗
养胜地———采尔马特和圣莫里茨 。
全程需近7个半小时， 途中跨越291
座桥梁，穿过91条隧道，翻过上阿尔
卑斯山口（海拔2033米）， 是瑞士最
受欢迎的全景观火车游览路线。

因为150多米长的列车翻山越
岭，穿洞跨桥，蜿蜒盘旋 ，还要爬上
海拔两千多米高的隘口， 即使启动
齿轨装置， 有时也要以步行的速度
前进， 列车缓慢而准时地从一站到
另一站。 但无论多慢，旅客也不会觉
得无聊， 反而庆幸有更多的时间浏
览大自然的美景。 列车全景观车厢
顶部的弧形大窗让您全方位观赏窗
外的景色。 空调设备使车厢内气温
适宜， 并保持空气清新。 坐在舒适
的列车里， 壮丽的景观尽收眼底。

在瑞士乘“雪国列车”看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