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岭之大、 之美是我笨拙的笔力
无法描述的。 秋高气爽， 天高云淡，
巍峨的大秦岭仿佛更加高峻和挺拔。
满山的树木一片金黄， 不由得想起了
伟人的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的
佳句来。 云东移， 燕南飞， 车西行，
风北吹， 虽是匆匆， 但秦岭的秋色却
早已把我们陶醉了。

短短的几个小时， 宁陕、 户县、
西安等被我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一
不留神便进入了商洛地界。 第一次到
商洛， 竟有几分兴奋， 这缘于贾平凹
的 《商州初录》 等系列散文。 那个时
候， 我在乡村教书， 读过了先生的商
州系列散文， 早已对其笔下的商州充
满了向往和期待。 今日得见， 虽是车
览， 但仍是很兴奋的， 生怕放过了某
个精彩的镜头。 都市、 城镇其实并没
有什么特色， 而乡村， 却处处诗意，
处处画境。 满树红通通的柿子， 随意
地点缀着大地， 这是秋的颜色； 金灿
灿的玉米棒， 挂满檐下树枝， 这是秋
天的风采； 黄亮亮的稻草， 堆满了房
前屋后， 这是岁月的丰稔； 纯朴自然
的笑脸， 书写在商州人的脸上， 这是
被丰硕的秋天灌醉了啊……

在商洛市丹凤县城龙驹寨， 我们
探访了明王宫。明王宫又名平浪宫、船
帮会馆、花庙、花戏楼，为清代当地船
夫筹资所建 ， 始建于清嘉庆二十年
（1815年），清光绪十七年 （1891年）建
成，是“北通秦晋，南结吴楚”之要道，
素有“水旱码头”之称。大门为三开间
的牌坊，正中题有“安澜普庆”，左边题
写“高山流水”，右边对应“清风明月”。
宫内建有戏楼和大殿各一座， 二者南
北相对，为会馆的主要建筑。明王宫具
有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工艺精湛，风格
古雅，建筑方面的艺术成就很高，吸引
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路过丹凤县棣花镇， 心中不免生
出几分敬意， 这里是贾平凹的家乡，
自然、 真实、 纯朴、 灵秀， 想那贾先
生的文笔， 定是吸纳了这片土地的灵
气的 ， 不然先生之文章怎会如此灵
秀， 如此大气？

到达商南金丝峡时， 已是下午4
时40分左右， 山谷里暮霭沉沉， 光线
昏暗。 咨询服务人员游完峡谷要多长
时间， 答三四个小时， 以我们的经验
来看， 这个数字可能 “注水”。 对半
折算的话， 估计一两个小时就能游完
峡谷， 天还不会全黑。

进入峡谷 ， 但见贾平凹所题的
“金丝峡” 几个大字在暮色中若隐若
现。 林中石多， 树木便没有成林的感
觉， 一丛丛、 一簇簇地夹杂在石林中
间。 那些丛林， 有的红， 有的黄， 有
的仍然青翠， 于是， 山林呈现出五彩
缤纷之色， 倒是有几分诗意。 一条不
知名的小河， 随了步道一路伴行， 水
不大， 却极清冽， 在夕阳的映照下，
可以清晰地看到河底的游鱼和砂石。
行约一个小时， 估计差不多该走出峡
谷了。 一问路人， 说， 还得两三个小

时， 我等将信将疑， 恰巧路旁竖有一
导览图， 一看已走过的路程， 方才走
过三分之一左右， 我们不得不加快脚
步。 一个个景点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却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在我们几
近失望之际， 幽谷却越来越险， 悬崖
越来越峭， 小河也随着山势一路跌跌
撞撞， 水声便越来越响了。 一道道瀑
布随山就势， 把美丽的姿态和响亮的
歌喉都展现了出来。 遗憾的是， 天色
将晚， 若不趁着天光走出峡谷， 那后
果不堪设想。 我们只得趁着微弱的天
光， 听着抑扬顿挫的瀑声， 向峡谷的
尽头走去。

晚八时， 我们终于走出了峡谷。
当晚， 我们住在商南县城， 回想起夜
游金丝峡的经历， 不禁胡诌了几句：
夜游金丝峡， 困难踩脚下。 虽累亦快
乐， 人生得升华。

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是著名的
冬季旅游目的地， 近日当地正式开通多
条 “空中巴士” 线路， 游客搭乘小型固
定翼飞机和直升机， 即可在城市与城市
之间、 景区与景区之间实现低空观光和
短途旅行。

据介绍， 阿勒泰冬季旅游重点景区
长期存在交通方式单一、 保障能力较弱
等短板， 开通 “空中巴士” 开创了当地
短途运输、 低空观光等新业态， 大幅缩
短了游客花在路上的时间 ， 有助于解决
当地旅游业 “冬季休眠”、 途长旅短的问
题 。 此次开通的 “空中巴士 ” 航线共4
条， 其中阿勒泰市———喀纳斯景区、 阿
勒 泰 市———“雪 乡 ” 禾 木 、 喀 纳 斯 景
区———“雪乡” 禾木3条航线由空客H125
型直升机执飞 ， 阿勒泰市———富蕴县
（国家5A级风景区可可托海位于该县境
内） 航线由Kodiak100型飞机执飞。

（据新华社）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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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编
辑

博
雅

12
2018年
12月8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旅
游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青铜器商周十供、 战国时期黄玉马、
锡银满汉全席餐具、 明代蟒袍、 记录400
多年历史的孔府档案……耗时5年建成的
孔子博物馆近日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开
馆试运行， 首批2000多件文物搬出孔府文
物档案馆、 入住孔子博物馆， 今后将有69
万多件孔府文物逐批 “乔迁新居”。

受限于缺少展览展示条件 ， 长期以
来孔府内的文物很少有人能够见到 。 其
实， 这里文物数量惊人 ： 35类全国可移
动文物中， 孔府文物涵盖34类， 文物藏品
多达69万多件、 约34万套， 可移动文物数
量列全国前十、 山东省第一。

据介绍， 孔子博物馆总建设面积5.5
万平方米， 高达32米。 与拥挤老旧的档案
馆相比， 孔子博物馆现代感 、 科技感十
足。 （据新华社）

孔子博物馆开馆试运行
首批2000多件孔府文物搬新家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近日启动冬春
旅游季， 推出景区免票 、 饭店打折 、 购
物补贴等优惠措施 ， 以促进冬春旅游持
续升温。

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局介绍， 从11月
起至明年４月底， 游客只需携带有效身份
证件， 便可免费游览当周草原 、 天下黄
河第一湾、 扎尕那、 冶力关、 腊子口等２３
个景点景区， 并可享受星级旅游饭店五至
八折优惠、 机场中转免费住宿和接送、 购
物补贴等多项旅游优惠服务。

在推出多项优惠措施的同时， 当地
还进一步丰富旅游市场供给 ， 提升游客
冬春旅游体验， 打造了全新的正月祈福
法会游 、 银色甘南赏雪游 、 民俗风光摄
影游、 红色经典传承游和乡村民俗休闲
游等５条特色主题旅游线路， 全面展示冬
春季节甘南宗教 、 民俗 、 休闲等旅游新
业态。

（据新华社）

免票、 打折、 补贴
冬春季甘南旅游优惠多

新疆开通“空中巴士”
助力冬季旅游

平凹故乡商洛行

秋末冬初， 我们一行
六人前往著名作家贾平凹
的故乡陕西商洛。 走的是
西汉高速路， 开的是奔驰
商务车， 仿佛眨眼之间便
出了安康地界， 进入了大
秦岭。

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
亦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 、历
史文化、 吃喝玩乐……本栏目注重
记录旅途中的美好过程， 以玩家身
份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务。 字数
在1000-1500字。 要求有小贴士，有
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旅
途中的风光景致、 人文历史、 游历
故事所引发的情思、带来的感悟。就
像品一杯清茶，淡淡悠远。 本栏目注
重旅途故事和旅途感悟的分享 ，为

您提供一个休憩的场所 。 字数在
600-800字内。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
点，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
只要图片精美， 再精美， 标明拍摄
地，文字风格活泼生动，吸引人 ，都
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 要求大图 、
100字以内的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