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宝妮妮 文文//图图再再会会丽丽江江
说说到到丽丽江江，， 不不得得不不提提的的就就是是这这里里的的闲闲适适与与

安安静静，， 美美丽丽和和邂邂逅逅。。 丽丽江江，， 是是一一座座有有故故事事的的城城
市市，， 在在银银杏杏开开始始穿穿上上秋秋衣衣的的季季节节，， 我我再再次次来来到到
阔阔别别十十年年的的丽丽江江，， 开开启启了了一一段段触触动动邻邻间间记记忆忆的的
精精彩彩旅旅程程…………

■■文文化化··旅旅游游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12
2018年
1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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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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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明春， 甘肃从农民出游需
求出发， 设计了 “慢游、 静修、 颐
养” 三大主题旅游线路， 并推出了
十大主题旅游产品， 满足广大农民
多样化、 个性化的出游需求。

据介绍， 这些旅游产品是立足
于甘肃丝绸之路旅游黄金段的定位
和甘肃的冬春旅游资源优势设计
的， 涵盖了甘肃冬春季冰雪奇观、
历史文化、 自然风光、 民俗活动等
各方面。 “这是为了让广大农民群
众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和优秀文
化 ， 在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活动
中， 改变 ‘猫冬’ 的习惯， 养成积
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 陈卫中说 。

（新华社）

甘肃推出冬春季
主题旅游产品

中国美术馆、 希腊雅典国家当
代美术馆合作举办的 “道之为物：
由象及神” 展览， 近日在中国美术
馆开幕， 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1月
17日。 此次展览展出的是希腊雅典
国家当代美术馆围绕文字和纸张等
元素的馆藏作品。 主办方表示， 在
中希文化交流年的框架内举办此次
展览， 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在艺术
领域的联系， 促进跨文化交流。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
希腊艺术为人类找到 “美 ” 的起
点， 是人类永恒的艺术宝库。 希腊
的当代艺术也是在希腊丰厚的人文
历史基础上的新的创造。 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
不仅要学习、 继承辉煌的历史， 还
要凝视、 尊重各自的当代艺术， 在
交流中更进一步地了解与融汇 。

（新华社）

希腊当代艺术精品
亮相中国美术馆

近日 ， 被白雪覆盖的乌镇景
区。 受冷空气影响， 浙江省桐乡
市迎来大范围降雪 ， 千年古镇乌
镇被厚厚的白雪覆盖。 小桥流水、
白墙黑瓦的江南水乡古镇 ， 呈现
出冬日雪乡的独特韵味 ， 吸引各
地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

千年古镇变身“江南雪乡”

东东巴巴纸纸体体验验

和和府府洲洲际际酒酒店店

丽丽江江古古城城英英迪迪格格园园景景

彩云之南， 天雨流芳， 这是我眼中
的丽江。 到达丽江的时候已是傍晚， 乘
坐丽江和府洲际度假酒店的特色礼宾专
车， 一路高速疾驰， 欣赏着美丽的晚霞
与雪山， 来到酒店入住。

感受纳西庭院建筑

独栋独院的洲际酒店， 在设计上显
得非常别致， 没有高楼大厦和钢筋水泥
的气息， 处处是小桥流水， 繁花锦簇。
酒店位于丽江古城的南门， 坐北朝南。
在大堂时光吧 ， 就能清晰地看到不远
处的玉龙雪山。

对于雪山， 我一直有一种情怀， 雪
山不是用来征服的， 它的巍峨是用来欣
赏的。 丽江和府洲际度假酒店是一栋栋
传统的纳西庭院建筑， 酒店拥有洲际水
疗中心、 健身房、 游泳池等。 早餐是在
酒店的七色光中餐厅， 餐厅也能远眺雪
山美景， 早餐从绿色沙拉、 粤式点心、
中式热菜、 西式料理、 甜品、 当地特色
鸡豆凉粉、 米灌肠等应有尽有， 非常丰
盛。 时光吧也提供精致的下午茶和晚间
特色鸡尾酒， 如果你偏好西餐， 那酒店
的紫苏美食餐厅一定要去打卡， 这里出
品的西餐十分精致。

我来的时候正值秋天， 秋高气爽，
天空明亮而蔚蓝， 洲际酒店园区内种满
了茂盛的植物。 听说这是一个四季盛开
不同鲜花的酒店， 春天来临， 满园尽是
梨花、 樱花； 进入夏季， 一簇簇绣球呈
现粉绿蓝白不同的色彩， 也有优雅的鸢
尾和蔷薇； 转眼到秋冬， 满园是黄色的
银杏与粉色的冬樱花， 美不胜收。

在洲际酒店， 洲际特色礼宾和洲际
行家主厨是两大特色， 特色礼宾可以为
入住的宾客提供各种当地旅游指南， 不
同于其他酒店礼宾主要以服务功能为
主， 这里的礼宾可以为你定制不同线
路， 他们甚至会推出相关的客房入住套
餐， 比如东巴造纸体验， 带你去探索传
统的东巴文化。 而此洲际行家主厨则为
我此行提供了精致的当地特色美食。

在英迪格品味茶马文化

在丽江的第二天， 我体验了与洲际
一墙之隔的丽江古城英迪格酒店， 同样
隶属于洲际酒店集团管理，却是一番不
同的风景与感受。 如果说洲际是传统纳
西大户人家，那英迪格就是一个富有艺
术设计感的马帮驿站。不算大的园区内，
错落有致的种植着各种树木，白墙绿瓦，
搭配上紫红色的三角梅， 极富意境。

丽江古城英迪格酒店是一间以茶马
古道为设计灵感， 处处溢满当地邻间文
化的精品酒店， 仅有70个房间。 酒店员
工介绍到， 酒店在古道旁， 门外是一颗

古茶树， 酒店正门两匹马， 寓意 “茶马
古道”。 山间铃响马帮来， 古城古道杜
鹃开， 进入酒店大堂， 抬头即可望到一
串串美丽的高山杜鹃花， 百年前， 探险
家洛克曾在游记中记录了高山杜鹃绚烂
的美。 映入眼帘的艳红探入水中， 又循
梁而上， 只需一眼， 就成为念念不忘的
旋律。

我入住的115房间， 刚好正对玉龙
雪山， 推开窗门美景一览无余。 房间的
设计也是充满着雪山气息， 客厅及卧室
的背景墙， 皆刻画了延绵不断的雪山及
马帮文化 。 房间内的设计也是别出心
裁， 马蹄形状的晾衣架， 马帮行李箱概
念设计的柜子等， 墙上还挂着一幅马帮
行走地图。 住在酒店， 就像行走在跋涉
雪山之中巧遇栖身之所。

丽江古城英迪格酒店虽小巧， 但却
非常精致， 茶马餐厅提供丰盛的早餐选
择， 在这间餐厅， 你也能品尝到当地美
食及东南亚风味美食。 酒店大堂二层的
茶驿Cha.t是一个品茗休憩的好去处 ，
负一层是英迪格会议室和Me Space私享
空间， 私享空间内有巨大的鸟笼和兔子
洞设计， 曾经马帮在运输物品途中偶遇
恶劣天气， 会选择在安全的山洞小憩，
相互交流。 根据这一灵感， 设计师为客
人打造了别致的兔子洞。

邻间文化， 是英迪格酒店品牌的灵
魂， 2018年英迪格酒店品牌委任金曲歌
王方大同为邻感大使， 在丽江和大理采
风 ， 寻找歌曲灵感 ， 并创作全新单曲
《云南里》。 丽江古城英迪格酒店每个季
度都向员工征集邻里故事， 涵盖历史文
化 、 传统风俗 、 特色美食 、 有趣景点
等， 极具文化底蕴。 甄选完成后， 酒店
委任季度邻感之星， 制作邻感地图， 最
佳故事将收录进邻感之旅入住体验套
餐。 因此， 我也有幸跟随着酒店邻感之

星去了忠义市场， 在东巴纸坊体验了传
统造纸术 ， 还去了那座世外桃源小
镇———沙溪。

［周边景点］
木府：

丽江文化大观园

木府以 “知诗书好礼守义 ” 而著
称， 它坐西向东， 是一座辉煌的建筑艺
术之苑。 “北有故宫， 南有木府 ”， 既
有明代中原建筑的风采气质， 又保留唐
宋中原建筑古朴粗犷的流风余韵， 府内
玉沟纵横、 活水长流的布局， 又见纳西
族传统文化之精神。

忠义市场 ：
真实的纳西人生活集市

忠义市场是丽江古城内现存唯一的
一个农贸市场， 是古城人生活的核心，
市场里充斥着各种买卖生活用品、 土特
产的商家小贩， 是纳西族本地人最密集
的地方 。 那些新鲜而且便宜的本地水
果、 蔬菜， 小摊贩与买东西的人有着令
人听不懂的纳西语对话， 背着竹背萝买
菜的背影……这里是最真实的纳西人生
活集市。

东巴纸坊：
体验传统东巴造纸

东巴文化， 云南滇西北少数民族
纳西族文化的主体， 是人们对一千年纳
西人创造的东巴教文化的总称。 东巴文
化包括象形文字 、 东巴经 、 绘画 、 舞
蹈、 雕塑等， 其中东巴象形文字是被誉
为目前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 东
巴象形文字之所以能保存并沿用至今，
归功于记载经书的东巴纸 ， 它纸质厚
实， 用东巴纸写就的书籍， 千年不腐，
字迹如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