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迪士尼乐园开业以来， 我一
直想带女儿去看看她心心念念的大城
堡， 和心中的偶像灰姑娘合个影， 因
各种原因旅程一拖再拖。 终于在今年
10月底成行。 两天时间， 我带着5岁
的女儿伍月玩了迪士尼乐园内将近20
个项目， 看了一直期盼的烟火秀， 孩
子和我都圆了童话梦， 总预算大约在
5000元。 一路走来， 有不少心得和旅
友们分享。

迪士尼园区： 地铁直达摆
渡车随时载客

在出发前， 我看了很多关于上海
迪士尼的游记和攻略， 不少游客抱怨
人多。 为了避开高峰期， 我选择了非
寒暑假的周三和周四入园区游玩。 为
了能享受到提前入园等服务， 我预订
了两晚上海迪士尼玩具总动员酒店的
房间。

10月30日， 我和孩子拖着一只大
行李箱， 踏上了去上海的高铁， 四个
半小时之后 ， 就到了上海虹桥高铁
站。 上海虹桥高铁附近有不少评价不
错的餐厅，我和女儿伍月在这里就餐。
19时许， 我俩乘坐地铁直达迪士尼园
区。 21点， 我们走出迪士尼园区地铁
站， 登上了不远处的摆渡车， 20分钟
之后， 我们来到了玩具总动员酒店。

酒店服务： 可寄存行李 提
前入园

相较于珠海长隆的马戏酒店， 玩
具总动员酒店的大厅没有高高的穹
顶， 也没有表演的小丑。 不过大厅也
算宽敞， 有好几台电视放映着迪士尼
的动画片。 外面的平台上有巴斯光年
的雕塑， 卡通气氛营造很充分。

入住体验也很不错， 房间不大，
但床铺很宽。 小朋友的拖鞋、 放牙具
的铁盒都很精致 ， 可以当纪念品带
走。 但厕所里没有儿童座便器， 令我
有点失望。 在酒店前台， 我得知因为

是迪士尼所属酒店的客人， 我们第二
天可以提前入园、 还有免费寄存行李
的福利。 此外， 摆渡车在酒店和乐园
之间运行， 一直到22点， 酒店客人可
随时免费搭乘。

乐园： 圆梦与探险之地

10月31日， 为了成为第一批入园
的客人， 我和伍月早早起床， 搭乘了
头班摆渡车 。 在7点45分提前入园 ，
当天迪士尼的开园时间是8点。根据攻
略，每个客人必玩的“翱翔·飞越地平
线” 是排队人数最多的项目， 其次是
“小矮人矿山车”和“创极速光轮”。 这
三个项目一般排队时间都在30分钟到
60分钟。另外，新开的玩具总动员区域
内 ，“抱抱龙冲天赛车 ” 也是新晋热
门， 处于长期排队的状态。

考 虑 到 “抱 抱 龙 冲 天 赛 车 ” 、
“创极速光轮” 都要求身高在120厘米
以上， 而伍月只有119厘米， 我们的
目标是在人多之前将前两项坐完。 一
入乐园， 我用手机上的迪士尼APP抢
到了小矮人矿山车的快速通行卡， 然
后带着伍月直接奔向 “翱翔·飞越地
平线” 项目所在的探险岛， 成为了当
天该项目的第一批客人。 这个项目真
是名不虚传， 用5D技术营造出从高
空飞过各大名胜古迹的感受， 飞过草
原的时候， 青草味迎面扑来； 飞过南
极的时候， 可以看到跳水的北极熊；
飞过泰姬陵时， 还有阵阵香气。 “小
矮人矿山车” 并没有想象中的刺激，
不过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场景
再现， 穿过山洞时， 小矮人们一边唱
着电影中的歌曲， 一边挖矿， 设计倒
是别致。 早上9点以前， 我俩已经玩
了5个热门项目。 因为抢在众多客人
入园之前， 玩遍了热门项目， 我们俩
在第一天就狂刷了12个迪士尼项目，
还抢到了看烟花的 “C位”。 整整在
迪士尼乐园玩了13个小时。

第二天， 我们俩在迎宾阁和伍月

心中的最美公主 “仙德瑞拉” 拍照、
看了三场演出， 补玩了前一天没有玩
到的另外5个项目。 其中， “飞跃地
平线” 和 “独木舟探险” 玩了两遍。

令伍月难忘的除了 “飞越地平
线”， 还有5D电影 “加勒比海盗———
沉落宝藏之战”。 表演 “冰雪奇缘之
欢唱盛宴” 也令人惊艳， 尤其是结尾
全场下雪的情节。

园区内不少孩子、 甚至成年人穿
着各种卡通人物的服装。 厕所、 餐厅
随处可见， 而且都是童话里的建筑，
连商店都是漂亮的童话小屋， 随处都
是值得拍照的场景， 是梦想中的童话
世界。

11月1日， 当夜幕降临， 我和伍
月从乐园门口的行李寄存处取到了行
李， 乘坐地铁离开了迪士尼园区， 完
成了两日的圆梦之旅。

小 贴 士

1、 迪士尼乐园内的饮食价格不
菲。米奇雪糕40元一只，一桶爆米花35
元，如果想要漂亮的爆米花桶，而不是
普通的纸袋做包装，要75元到120元之
间。 成年人的套餐都是80元以上 。所
以 ，我们选择在迪尼斯小镇用午餐
和晚餐，每顿饭都不超过100元。

2、 迪士尼乐园的寄存行李服务
很有用。 我们在第二天出发前办理好
退房， 将行李寄存在酒店。 酒店负责
将行李送到乐园门口的寄存处。 我们
玩完之后， 可到乐园门口直接领取行
李， 不需要返回酒店取。

3、 乐园当日门票可以无限次出
入， 这是出乐园就餐的基础。 可以带
牛奶和零食入园， 建议尽量带一点。
迪士尼乐园距离上海市区比较远， 打
车超过200元， 建议搭乘地铁。

4、 迪士尼酒店入住两晚，单价比
只住一晚便宜不少。 迪士尼APP很有
用，要提前下载，可以在线抢“快通”，
还能随时观测每个项目排队时间。

自驾游的第二天， 是从陕西定边县城
到宁夏首府银川。 临近晌午， 我们便驶入
银川市区， 只见街头的清真餐馆很多， 其
店铺招牌多呈绿色， 辨识度很高， 而上面
写的多是 “手抓羊肉 ” 、 “烩羊杂碎 ” 、
“羊肉夹馍”、 “烩羊肉”、 “牛肉拉面”、
“羊肉臊子面”、 “羊肉泡馍” 等， 独具地
域特色。

我们在一家写着 “银川羊肉泡馍” 的
餐馆前停下车。 记忆中羊肉泡馍以西安最
为知名 ， 真不知道还有个 “银川羊肉泡
馍”， 于是走进这家餐馆。

餐馆的面积不大， 但干净整洁。 店主
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 带着回族同胞特
有 的 以 白 、 黑 色 为 主 的 无 沿 小 圆 帽 。
因为要赶路， 所以我们每个人只点了一份
“银川羊肉泡馍”。 不多时， 一碗碗的羊肉
泡馍便端到餐桌上， 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面
而来。

从表面上看， 这里的羊肉泡馍好像与
西安的差不多， 但仔细观察， 却有不同之
处。 一是碗大， 馍与汤各占一半。 二是馍
和羊肉均为条状， 羊肉在下， 分量很大；
馍在上， 不用手掰， 已经泡好了。 我先喝
了几口热气腾腾的羊汤， 然后慢慢品味着
馍与羊肉的味道。 西安的羊肉泡馍， 馍碎
汤少呈糊状， 这银川羊肉泡馍块儿大， 吃
起来很筋道， 而羊肉没有太多的膻味， 有
的是一股淡淡的清香。

不知不觉一碗羊肉泡馍便下了肚， 感
到吃得饱饱的。 借着其他几位还在细品慢
食之时， 我便与店主攀谈起来， 了解一下
这 “塞外明珠” 银川的美食。

店主介绍说， 银川的饮食分为汉族和
回族两大风格， 汉族饮食以西北菜为主；
回族饮食则以清真餐为主， 融合了中原传
统和穆斯林的双重风味， 其中最著名的是
手抓羊肉， 不仅肉质好， 而且鲜嫩不膻，
肥而不腻。 其它还有清蒸羊羔肉、 烩羊杂
碎、 羊肉面、 羊蹄、 丁香肘子等。 其主要
食材羊肉大多产自银川一带草场的滩羊，
因临近黄河， 牧草茂盛， 没有污染， 所以
肉质鲜美， 味道纯正。

我问他这银川羊肉泡馍有什么特色 ，
他说羊肉泡馍是银川人最喜欢吃的快餐之
一。 它虽没有西安的羊肉泡馍名气大， 但
却有独特的地域风味 。 这 里 的 羊 肉 泡
馍烹制精细， 料重味醇， 汤浓且多， 肉质
鲜嫩， 羊肉和馍多切成条状， 吃起来绵韧
适口。

不大工夫， 同行的几位吃完了， 也对
这羊肉泡馍赞不绝口， 说在北京很难尝到
这么纯正的美食， 实在太难得了。

由于赶路， 我们匆匆向店主道别， 竟
没有记住那家餐馆的字号， 但它那银川羊
肉泡馍的味道， 却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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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的味道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走进上海迪士尼 圆一个童话梦想
□李婧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