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游千岛湖 享受天堂级美景
□李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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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 并不是千
岛湖的旅游旺季。 然
而， 我一直向往人少而
景美的淡然悠闲。 尤其
是千岛湖的远山、 薄
雾、 湖水， 如果人声嘈
杂岂不扫兴？ 于是在11
月初， 我拉着五岁女儿
的小手来到千岛湖。 果
然， 千岛湖不负所望，
有画卷般的美景， 还有
成熟的旅游服务。

交通： 每天多趟大巴直达

我是从杭州乘坐大巴到的千岛
湖， 历时2个半小时。 杭州东站东广
场、 杭州客运站每天都有十几班大巴
车往返于千岛湖客运中心和杭州之
间， 十分方便。

因为拖着不少行李， 还有个活泼
乱跑的小朋友， 我也曾想过从杭州市
区乘坐出租车， 可打听了一下价格：
车程需要将近两个小时 、 车费将近
700， 而且还有100多的高速费自行承
担， 价格不菲。

大客车一路高速 ， 过了不少隧
道， 天也逐渐黑下来， 女儿有点怕的
往我怀里钻。 可是临近千岛湖客运中
心的终点的时候 ， 四周建筑林立 ，
灯 火璀璨 ， 酒店 、 民宿 、 饭店都挂
着大大的灯箱招牌， 我的心一下子踏
实了。

不少出租车司机在客运中心周围
揽客， 给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旅客提
供了方便 。 我乘坐的出租 车 是 打
表计费， 实际价格与APP的预估差距
不大。

再后来的旅程中， 我发现千岛湖
的公交其实也很发达， 公交车一元钱
全程， 码头、 客运中心、 酒店， 都可
以到达。 只是有的公交车晚上五点就
是末班车， 晚上出行不适合。

酒店： 服务周到 开窗见湖景

酒店是提前预订的， 考虑到第二
天的行程， 我找了距离码头、 鱼街都
很近的一家酒店。 万没有想到， 酒店
服务很周到， 免费给我和孩子升级了
湖景房， 前台的帅哥还特别介绍酒店
内安排了供小朋友玩耍的 “童趣园”，
免费向客人开放 。 女儿欢喜地不得
了， 从第二天开始几乎每天要泡在这
里两三个小时。

房间有30平方米大， 卫生间干湿
分离， 干净清爽。 天亮之后， 我发现
窗外的湖景真美， 尤其是刚刚日出的
时候， 远处的群山若隐若现， 湖面如
镜面般清透。 在酒店一层有旅行社摆
台设点， 为旅客推荐路线。 不过， 我
还是选择自行订票。

旅程： 有景有趣 价格合理

看攻略得知， 千岛湖的旅游线路
主要有两条： 中心湖区和东南湖区。

考虑到女儿的兴趣， 我选择了东南湖
区。 之所以这样选择， 是因为中心湖
区的游人较多， 而且东南湖区游览的
岛屿饲养了鸟类、 猴子， 还可以近距
离看锦鲤， 适合小朋友。 女儿身高不
到120厘米， 是免票人群， 千岛湖成
人船票是195元， 游览时间六个小时，
我觉得这价格很良心。

上午10点半， 双层邮轮开出了东
南码头， 我和女儿选择了二层靠窗位
置。 船一上湖面， 我就被烟雨蒙蒙的
千岛湖景致吸引了。 前一晚下了一夜
小雨， 两岸的青山刚刚经历了洗涤，
干净地碧绿清透。 雾气缭绕， 笼罩在
山头。 水面清澈， 青中透蓝。 导游介
绍， 千岛湖拥有448平方公里的森林
面积， 森林覆盖率达81%， 岛上森林
覆盖率达93%。

上岛之后， 又是一番景致———木
头悬梯、 玻璃栈道， 随处可见的瀑布
溪水， 别有情趣。 而且， 有一处池水
养着一群颜色艳丽体型壮硕的锦鲤，
设有专门的鱼食供游客投喂 。 在此
处， 女儿兴奋不已。 25元就能乘坐的
快艇， 也让女儿开心， 大呼 “还要再
坐一次， 真凉快。” 岛上还饲养了不
少火烈鸟、 黑天鹅、 鹦鹉， 孩子边走
边玩， 很开心。

在“黄山尖”岛的观景台，我看到
由各个自然形成的岛屿组成的 “天下
为公”四个汉字，尤其是“公”，笔画规
范工整，鬼斧神工，堪称奇迹。

美食： 鱼头汤浓味美

晚上， 经人推荐， 品尝了美味的
千岛湖有机鱼头 。 三斤三两的大鱼

头， 加一盘青菜， 我和女儿饱餐了一
顿 。 导游介绍 ， 千岛湖最深可达到
120米， 有一百多种天然的鱼类在这
里生活。 尤其是以这种头大的 “鲢鳙
鱼” 最为有名， 都是人工培育的小鱼
苗 ， 在很小的时候放养到千岛湖水
里。 鲢鳙鱼要长到七八斤， 才允许打
捞， 统一采购向饭店发货。

我和女儿的感受是， 这种鱼的肉
质鲜嫩 ， 鱼刺少 ， 尤其适合烹制鱼
汤。 一碗米饭加一勺鱼汤， 吃起来真
是齿颊留香。

小贴士

1、 酒店旅行社推荐的旅游线路
都要300元到400元， 游船豪华， 包一
顿自助餐， 一大一小的总价在600到
800元。 自己在网上或码头买船票更
实惠， 一大一小 （小孩不足120厘米
免票） 只有195元， 餐饮自理， 价格
只有不到一半， 游览的岛屿还多。

2、 在乘坐出租车时司机一再推
荐包车游 ， 称游船很黑 、 岛屿不好
玩， 还宰客。 我个人感受是， 东南码
头的旅游线路很好玩。 岛屿上乘坐缆
车往返50元一个人， 买零食、 与鹦鹉
合影等消费价格不高。 是包车游还是
坐船上岛， 需自己把握， 不要轻易听
人忽悠。

3、 在游船上， 船上导游推荐的
千岛湖大鱼头套餐价格400多元， 可
以在岛屿上的餐厅品尝。 考虑到我和
女儿只有两个人， 于是没有订餐。 返
程之后， 我俩在饭店吃的鱼头是按斤
称的， 3斤多大约160元， 价格比游船
上实惠。

近日， 《房山碑刻通志》 卷一、 卷四
出版发行发布会召开， 一批珍贵碑刻集中
亮相， 成为解读房山历史文化最确切、 最
直观 、 最全面 、 最系统 、 最真实 、 最可
靠 、 最实用的地方文献 。 《房山碑刻通
志》 是著名文化学者杨亦武历时35年对房
山碑刻及房山历史文化的研究积累。

据了解， 《房山碑刻通志》 是房山区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重点研究项目， 共分八
卷 ， 首次出版的为 《卷一·大石窝镇 》
《卷四·城关街道 、 周口店镇 》 。 目前 ，
《通志》 调查编研工作已全面完成， 其余
六卷成果也将陆续出版发行。

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西南起点、
主体元素和基础支撑的房山区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 特别是碑刻众多、 年代久远。
历代碑刻数量居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各区
之首 ， 达到800余件 ， 历史年代自北魏 、
北齐、 隋、 唐、 辽、 金、 元、 明、 清， 直
至民国。 编研调查完整系统的碑刻史料，
对勾勒出房山的历史文化的全貌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房山碑刻通志》 是对房山区800余件
碑刻的抄录、 整理、 考证、 分类、 编目，
以乡镇列卷， 共八卷。 其中大石窝镇碑刻
称最， 独列三卷。 每卷首先是对乡镇历史
沿革及碑刻全貌的介绍， 其次介绍各村历
史和碑刻存留情况。 卷中不止收录碑刻原
文， 而且说明碑刻朝代、 出处、 尺寸、 碑
额文字， 对录文进行考证诠释。 碑刻主要
涉及房山宗教、 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 古
代官府治理、 墓志等内容， 其中尤以宗教
类碑文为多。

据悉， 该著的独特之处是以志的框架
著述， 有别于单纯的碑刻集录， 着眼于地
方文化， 志中以镇立卷， 镇下列村， 村下
录碑， 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地方文化体系。
对镇村沿革和主要文化有独到的考述， 均
为一手资料， 对碑刻的考释， 不仅解读碑
刻本身， 更着眼解读地方文化。 比如， 村
镇的形成、 村名来历、 家族历史、 书院文
化和仕风、 汉白玉开采、 明清紫禁城和陵
寝营建、 京易御路经济、 商业文化、 佛教
文化、 道教文化、 拒马河水文化等等。 本
书出版对于全面了解房山的历史文化、 宗
教文化 、 民俗文化等方面提供了一手资
料， 具有重要文献参考价值。

（博雅）

■■旅旅游游文文化化

房山珍贵碑刻集中亮相
解读地方历史文化有了“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