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瑜权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
开。 清晨， 推开布满冰花的玻璃窗，
目光所及之处， 一片银装素裹， 盼望
已久的冬日雪， 就这么热烈、 激情、
悄无声息地覆盖了整个大地， 兴奋了
人们火热的心。

雪， 还在纷纷扬扬的飘落， 这在
万木萧瑟的寒冬， 既令人惊喜， 也让
人心动， 我忍不住有了想离开暖屋，
去荆紫关古镇踏雪的想法， 好欣赏一
下这并不多见的自然美景。

荆紫关古镇位于河南省淅川县 ，
地处鄂、 豫、 陕三省结合部， 有 “一
脚踏三省 ”， “鸡鸣惊三边 ” 之称 ，
与湖北的白浪镇和陕西的湘河镇隔河
（丹江河） 相望， 是明清时期 “一夫
当关， 万夫莫开” 的古道隘口， 关外
是八百里秦川， 关内则是幅员辽阔的
中原， 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塞。

顶着飘落的雪花走进古镇， 一幢
幢古老的房屋、 一扇扇漆黑的房门、
一座座精雕的亭台、 一处处古色的楼
阁映入眼帘 ， 一种古老风情油然而
生， 外加青石板上厚厚的白雪， 脚踏
下去 ， 吱吱作响 ， 感觉就是一次穿
越， 从喧嚣都市回到了古老从前。

踏雪在幽静的古镇， 恍若走进明
清时代， 古韵十足， 从古色古香的古
老房屋到陕山会馆 、 禹王宫 、 江西
馆、 平浪宫等典型建筑， 再从铺满青
石的窄巷到横跨街面的石桥， 处处都
镌刻着明清两个时代的印记， 五里长
街无不透着古朴、 庄重、 灵秀的人文
气息， 彰显着厚重的历史底蕴。

天空飘落的白雪虽然覆盖了整个
古镇， 让人不能看清屋顶青瓦， 但走
在古镇的街巷中， 那些久经岁月洗礼
的房檐梁柱、 青石台阶、 无钉榫卯，
都无声地诉说着岁月沧桑变化， 介绍
着曾经古镇的昌盛繁华。

一路踏雪而行， 沿街而观， 留下
串串脚印， 待到临别之际， 再回头看
一眼来时的路， 是那么的清晰， 那么
的美丽， 但又是那么的曲折， 就如这
座古老小镇见证苦难岁月的经历， 是
那么艰难， 那么不易。

拜别荆紫关古镇， 看着天空纷纷
扬扬飘落的雪花 ， 不禁想化作一片
雪， 落在这古镇的青砖瓦上， 尽情享
受宁静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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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荆紫关

■■休休闲闲生生活活

西港， 是西哈努克市的简称， 是
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的省会， 原名磅逊
湾， 位于柬埔寨西南海岸线上， 是柬
埔寨最大的海港， 也是柬埔寨唯一经
济特区。

柬埔寨的历史文化深厚， 自然风
光旖旎。 到柬埔寨旅行除了看享誉世
界的吴哥古迹外， 还可以看西港美丽
的海岛风光。 到柬埔寨旅行， 我们真
的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美的海岛风
光， 绝对是一种意外。

在高龙撒冷岛看一场日落

西港的海岛风光 ， 拥有椰林树
影、 细沙碧水， 蓝天白云和未经规模
性开发的原始岛屿， 也是人们度假的
天堂。

位于西港的高龙撒冷岛是美国
《国家地理杂志》 选评的 “世界第一
白沙滩” 所在地， 沙滩位于岛南部，
面积比岛小， 但由于尚未被开发， 人
迹罕至， 景色更为原始纯净。 小岛风
景优美， 沙滩细腻， 水质清澈， 适合
在海边走走， 躺在海边木床上晒太阳
发发呆。

到小岛要乘坐游艇， 游艇上主要
是中国游客。 听导游说， 这也是柬埔
寨对中国人的友好。 中国是柬埔寨的
第一大投资国、 第一大经济援助国，
中国的投资让柬埔寨的经济迅猛发
展， 也让当地的老百姓从中受益。

在柬埔寨旅行， 经常听到 “大中
国” 这个词， 意思是在柬埔寨的华人
华侨比较多， 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据
了解， 柬埔寨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主
要分布国之一， 华人群体在柬埔寨恢
复和平稳定的过程中发挥了斡旋和中
介作用， 对百废待兴的柬埔寨经济做
出了重要贡献。

如果你喜欢与陌生人交流， 喜欢
派对狂欢， 喜欢热闹的音乐， 同时又
对大海有着热爱的话， 那么就来高龙
撒冷岛吧。 这里的白天是热闹的， 蓝
天白云， 白沙碧浪， 你可以在海里游

泳， 也可以在沙滩上漫步。 在高龙撒
冷岛看一场日落， 等到余晖将云层染
成金色， 晚霞将海面染成红色。

西港唯一的私家小岛天堂岛

柬埔寨的海都很美， 离高龙撒冷
岛不远， 还有一个小岛叫天堂岛， 是
西港唯一的私家小岛， 因为到来的人
少， 所以这个岛拥有晶莹剔透的海水
和纯白细如奶粉的沙滩。

午后的海水在阳光照射下， 湛蓝
如玻璃， 沙滩在微风轻抚后白皙如奶
粉。 岛上盛产椰子，价格便宜，1美元或
者4000瑞尔， 就能买到一个新鲜的大
椰子。 在岛上无需担心购物被宰，岛屿
上的人们一如天性的淳朴， 没有语言
的交流， 笑容就是最好的交流。

我们在小岛午饭后，换上泳衣，在
当地管理人员的带队下， 到小岛海边
浮潜。人们戴上面罩，口衔呼吸器，穿
上救生衣，畅游浮潜区，俯视海底神奇
的世界， 五彩缤纷的热带鱼来回在礁
石间穿梭，海底世界分外妖娆……

离开高龙撒冷岛， 我们在西港海
边吃了一顿海鲜大餐。 餐厅在室外一
个透明的大玻璃棚下， 我们一边进餐
一边静观身边美丽的海景， 感受习习
的海风， 听听美妙的本地土著歌声。

我走过不少地方 ， 有的适合行
走， 有的适合聆听， 有的适合触摸 。
在柬埔寨吴哥窟更多的适合聆听， 适
合触摸 ， 而在西港 ， 更多地适合行
走 。 晚风中 ， 在美丽的西港海滩行
走， 吹吹海风， 看看大海， 真的是一
种美好的享受。

不可错过的欧特斯海滩

次日， 我们准备到西港附近的另
外一个海滩———欧特斯海滩旅行。 早
晨 ， 在宾馆前台咨询了一下工作人
员 。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 来回十美
元， 交通十分方便， 风景绝美， 旅游
后绝不会后悔。

欧特斯海滩， 位于奥克提尔海滩

的南部， 跟奥克提尔海滩很相似， 在
西港海岸线的最南端 ， 离市中心最
远， 开发也最晚， 被称为是西港最安
静的海滩。

由于欧特斯海滩开发的晚， 游客
不多， 大多是欧美人 ， 中国游客少 ，
海滩干净、 漂亮 、 温馨 ， 水清沙白 ，
蓝天白云， 靠近海滩的水也很浅， 非
常适合游泳。 尽管海滩比其他海滩僻
静， 但海滩边还是有散草伞和一些茅
草屋顶的海滩酒吧及餐厅。 我们在慢
时光， 走过海岸线 ， 爬上一座小山 ，
穿过一排别墅群区， 来到海岛边， 站
在岛屿上， 在海风吹拂下， 远远地看
着正在发展建设中的美丽西港。

西港城市不大，在城区漫步，会看
到许多小摊挂卖着许多海贝壳装饰
品。 在市中心一个交通环岛处有一座
金狮雕像，是城市的中心坐标。 沿街的
小旅馆门口坐着许多法国游客， 柬埔
寨以前曾是法国的殖民地， 现在还有一些
地方仍然保存着陈旧的法式建筑。

晚上， 约几个朋友一起来到海滩
公园。

海滩公园是一个开放性公园， 海
水一片蔚蓝 ， 烟波浩渺 ， 宽阔无垠 。
在浅浅的沙滩上漫步， 海风拂面， 落
日余晖映晚霞， 随行的女同胞们都跳
动起来 ， 留下美丽的倩影 。 再向前
行， 能够看到一个木栅的观赏平台 ，
那里是观赏日落的好地方。 平台旁边
是私人海滩， 有保安把守， 正在海滩
上准备开浪漫的party。

宁静而美丽的海滩公园， 令人沉
醉惬意的自然风光， 让人在美妙的时
光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西港，美丽的海岛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