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文文化化··旅旅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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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天， 北京迟迟没下雪， 引
得不少人翘首以盼。 近日， 第十届鸟
巢欢乐冰雪季主场对外全面开放。 本
届冰雪节将持续到 2月 28日 ， 期间
（春节除外） 15周岁及以下青少年可
凭有效证件免门票入场 （12周岁以下
需成人陪同入场）。

近日， 鸟巢6万余平方米的主附
场地摇身一变成了冰雪世界。 雪圈广
场 、 单板乐园 、 高台滑雪 、 越野滑
雪 、 雪城堡、 雪地CS、 打雪仗 、 雪
地平衡车等二十余项雪上健身游玩活
动正式亮相。 历年广受欢迎的传统项
目也精致升级， 例如瑰丽的雪城堡占
地1200平方米， 汇聚极地雪屋、 雪洞
和雪坡等多种游玩环节； 探险雪岛内
高耸的冰塔、 憨态可掬的冰企鹅、 大
型北极熊冰雕， 演绎奇幻、 趣味的两
极世界等。 （新华社）

鸟巢开启冰雪季
15岁以下免门票

2019年的第一天， 生活在内蒙古
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人们用古老
的仪式祈福迎新年。 从四面八方赶来
的人们聚集在位于锡林浩特市北山上
的 “十三敖包” 上， 等待新一年的日
出。 在距离 “十三敖包” 40公里远的
锡林郭勒草原牧民传统那达慕会场，
长调悠扬， 彩旗招展， 生活在附近草
原上的蒙古族牧民聚集在一起， 举行
传统的 “五畜祈福” 仪式， 欢度新年
的第一天。

在冬日枯黄的草原上， 被牧民们
当作草原畜牧业核心的牛 、 马 、 骆
驼、 绵羊、 山羊迎风站立。 人们唱起
古老的蒙古语祝颂词， 身着盛装的长
者手持银碗， 把草原奶食精华———黄
油涂抹在 “五畜” 头部， 将象征丰收
的谷物撒向 “五畜”， 祝福草原吉祥、
“五畜” 兴旺…… （新华社）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
祈福迎新年

塞纳河是一条货运的通衢， 将巴
黎同大海及大海港勒哈佛尔连接起来。
它除了两岸建筑美景， 更有特色的就
是跨河的桥。 据说塞纳河每座桥的造
型都有特点， 而其中最壮观、 最金碧
辉煌的是亚历山大三世桥。 大桥两端
四只桥头柱上镀金的雕像， 由长着翅
膀的小爱神托着， 其华丽造型和色彩
在巴黎特别显眼。 巴黎最古老的桥有
三座： 玛力桥、 王桥和新桥。

塞纳河两岸多梧桐树， 郁郁葱葱，
树林的一边是静静流淌的塞纳河水 ，
另一边则是历史厚重的法式建筑。 有
人说， 塞纳河左岸是梦境， 右岸是生
活。 塞纳河左岸是文化知识界聚集地，
那里聚集了大学 、 博物馆 、 美术馆 、
小剧场等文化知识人， 他们思想活跃，
充满活力， 引领潮流； 右岸是上流社
会， 集中了繁华的凯旋门、 香榭丽舍
大道、 卢浮宫、 外交使馆、 巴黎歌剧
院等权力象征和繁华商业。 在塞纳河
游船上， 能远远看到巴黎圣母院的后
面和协和广场的大转盘， 能近距离地
看到自由女神像和巴黎有名的地标埃
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下游人如织， 不管是
风和日丽还是薄云蔽日， 埃菲尔铁塔
总是优雅地矗立在塞纳河边 。 夜晚 ，
许多人集聚在埃菲尔铁塔下广场观灯
赏景。 铁塔准时通体发出金黄色的光
芒， 一串一串， 由下向上， 不停地闪
烁， 仿佛身着晚礼服的名媛， 万般风
情于一身。 铁塔下的塞纳河在夜色中
缓缓地流淌， 灯光摇曳的游船穿梭来
往， 浪漫的气息令人陶醉。 当地一些
年轻人把求婚现场选择在铁塔广场 ，
浪漫温馨， 幸福满满。

位于塞纳河北岸的协和广场是法
国最著名的广场。 广场呈八角形， 中
央矗立着埃及方尖碑， 方尖碑是由整
块的粉红色花岗岩雕出来的， 上面刻
满了埃及象形文字。 广场四周有8座雕
像， 象征着法国的8个大城市。

毗邻协和广场的香榭丽舍大街 ，
是现代诗人徐志摩为街道取的名字 。
香榭丽舍大街是巴黎的灵魂。 它西起
凯旋门， 东至协和广场， 全长1880米，
整个大街以南北走向的隆布万街为界，
划分为风格迥然不同的东西两段。 大
街西端的协和广场上， 矗立有埃及卢

克索神庙的方尖碑 ； 东端星形广场 ，
有巍峨雄伟的凯旋门。 夕阳西下， 徜
徉在古典雅致与现代风格巧妙融合的
香榭丽舍大街上， 落日余晖温柔地洒
落在古老的砖石路上， 洒落在林荫道
来去匆匆的行人脸上， 这里荡漾着一
种安详宁静的氛围。

在香榭丽舍大街另一侧， 是巴黎
四大代表建筑之一的凯旋门。 凯旋门
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座圆拱门， 位
于星形广场中央的环岛上。 在凯旋门
两面门墩的墙面上， 有4组以战争为题
材的大型浮雕： 出征、 胜利、 和平与
抵抗。 凯旋门的四周都有门， 巴黎市
区12条大街以凯旋门为中心， 向四周
放射， 气势磅礴， 形似星光四射， 所
以被称为 “星形广场”。

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说过： 呼吸
巴黎的空气吧， 它让灵魂永驻。 巴黎，

就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一样， 尽管
褪去了年少的青涩与懵懂， 取而代之
的却是饱经沧桑带来的成熟与睿智 。
在她身上， 由内到外， 有着不一样的
成熟和韵味。 行走巴黎， 你心不能浮
躁， 要自然静下来， 慢慢品味。

带着对大文豪雨果在 《巴黎圣母
院》 中对圣母院充满神秘诗意的描写
的向往来到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
是一座位于巴黎市中心西堤岛上的教
堂建筑， 也是天主教巴黎总教区的主
教座堂。 作为欧洲早期哥特式建筑和
雕刻艺术的代表， 巴黎圣母院集宗教、
文化、 建筑艺术于一身， 具有无与伦
比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同时它又见证
了巴黎几个世纪的历史， 有24位法国
国王在这里加冕。 拿破仑称帝的加冕
大典， 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巴黎圣母
院是古老巴黎的象征， 教堂以其建筑
风格， 祭坛、 回廊、 门窗等处的雕刻
和绘画艺术， 以及堂内所藏的13到
17世纪的大量艺术珍品而闻名于
世。

卢浮宫 ， 位于塞纳河北岸 ，
位居世界四大历史博物馆之首 。
原是法国的王宫， 居住过50位法
国国王和王后， 是法国文艺复兴
时期最珍贵的建筑物之一， 以收
藏丰富的古典绘画和雕刻而闻
名于世。 海明威在 《流动的盛
宴》 一书开篇曾说： 如果你年
轻时在巴黎生活过 ， 巴黎会
一生都跟随你， 因为巴黎是
一场流动的盛宴。

行走塞纳河畔 ， 隐约
听到了巴黎圣母院的悠悠
钟声， 时时提醒着路上的
行人 ，心中有憧憬 ，梦中
有天堂，生活不能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1月1日起， 昆明航空口岸正式实
施144小时过境免办签证政策。适用该
政策的国家名单按照已实行过境免签
政策口岸适用的53个国家范围执行。

据介绍， 相较于此前实施的72小
时过境免签政策， 144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使来昆的外国人过境免签停留最
多可达6天， 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
从事商务会谈、 旅游、 探亲访友等活
动， 同时也有利于国内旅行社开发深
度旅游产品， 激活旅游市场， 从而带
动宾馆、 餐饮等服务业发展。 外国旅
客要注意在入境后须于24小时内办理
住宿登记； 只能在昆明市行政辖区范
围内活动； 如遇不可抗力应在停留超
过144小时以前到出入境管理部门办
理相关手续等。

（新华社）

昆明航空口岸
实行144小时过境免签

不一样的塞纳河
□ 罗瑜权 文/图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
全长 780公里 。 有人曾说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塞纳河，
它把我们的一颗心分作两边，左
岸柔软，右岸冷硬；左岸感性，右
岸理性。 左岸住着我们的欲望、
期盼、 挣扎和所有的爱恨嗔怒，
右岸住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在我
们心里打下的烙印———左岸是
梦境，右岸是生活。”

到巴黎， 就是想看一下塞
纳河。 看塞纳河最好坐游船，
能眼观塞纳河两岸的美丽风景，
能相遇各种各样花园式的轮船，
感受不一样的塞纳河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