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游，这些地方过年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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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国外，春节假期国内游有哪些新鲜好玩的去处？ 为此，本报邀请新浪知名旅游

博主郑玉萍向大家推荐几个好去处，为大家出行提供参考，虽然篇幅有限还有太多好玩的地
方等您去发现，但希望马镇的冰火风情、春城云南的温暖气候，以及古城开封的大宋上元夜，
能带您度过一个轻松愉悦又有趣的假期。

－马镇

－昆明

－天波杨府

－龙亭公园

今年的春节你想过个暖冬吗？ 那
就快订好机票到春城昆明来吧， 昆明
现在依然是阳光明媚、温暖如春，不仅
气候宜人， 而且这个季节来自遥远的
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已成群结队的，在
昆明的大观楼公园、 翠湖公园欢迎您
的到来。

每当冬季来临， 这里就是红嘴鸥
的乐园， 它们在这春城的湖水里自由
自在玩耍嬉戏，与游人互动，时不时的
落在你的头顶、肩头，如果你手里拿着
好吃的，那它可就不客气的享用了，你
不要害怕，鸥儿不会嘬到你的手，人鸥
互动真是玩的不亦乐乎。

走进大观楼公园就被眼前的景色
惊呆了，湖水里、岸边上、路上到处都
是红嘴鸥与人和谐的场面。 这里的红
嘴鸥是不怕人的， 因为这里的人对它
们特别好，每天都会按时给它们喂食，
人与鸥已成为了好朋友。 再加上公园
有卖鸽食的， 喜欢喂食的游客和鸥们
玩耍的可开心了，鸥儿们吃得饱饱的，
当然非常愿意来这里越冬了。

来到昆明还可以看景点， 大观楼
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昆明十大公园
之一， 浓缩昆明300多年的园林发展
史。 大观楼公园以长联历史文化为主
题的游览区， 分为近华浦文物古迹景
区、 南园中西合璧园林景区和西园现
代园林景区三大部分， 是滇池草海北
滨的大型风景名胜区。 郁郁葱葱的绿
树，各种漂亮的鲜花，让你享受着春天
般的温暖。

当然， 春节期间公园里有大型灯
会，华灯初上时公园更有味道，一座座
漂亮的花灯将公园装扮的美轮美奂。
一阵天籁般的鸟鸣传来， 走近一看原
来是一组鸟语花香灯， 笼子里的鸟张
着嘴巴转动着在不停的唱歌呢， 让人
沉醉的不忍离去。

小贴士：

春节来昆明， 一定要留足够的时
间来大观楼公园 、翠湖公园 ，与红
嘴鸥们亲密玩耍，慢慢欣赏。 当然昆
明也是吃货的天堂， 各种美食让你吃
个够。

春城昆明：
与红嘴鸥亲密接触

开封的春节真热闹，新春来到开
封你绝对会开心的惊呼： 没白来，这
里的新年真有味道！是啊，一千年前，
大宋上元夜，满城灯火，尽情狂欢的
景象流传至今。如今每年开封大宋上
元灯会在龙亭公园、天波杨府、铁塔
公园等登场。华灯初上开封各景点处
处灯火辉煌， 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精
美的花灯在夜幕下为您奉上了一场
美不胜收的视觉盛宴。 还有，精彩的
民俗节目轮番上演，把个开封府的新
春闹的是红红火火热闹非凡。来开封
过大年品着开封的名吃，住个舒服的
酒店，您就负责开心的玩吧！

据说宋朝人过年是和 “灯” 分
不开的， 所以开封的赏灯习俗经久
不衰 。 龙亭公园不仅仅有 花 灯 ，
“新春祈福大典 ” “皇家大巡游 ”
“舞龙” “舞狮” “盘鼓” “相声曲
艺展演” 等， 让你感受宋文化和浓
浓的年味 ， 你看身怀绝技的艺人 ，
口吐烈火那是相当的壮观。

天波杨府春节灯会则喜庆热烈，
幸福吉祥感十足 。 沿 “杨府家宅 ”
的道路、 广场、 湖畔径旁、 廊桥庭
院等处， 通过水、 陆、 空树挂等多
种形式的各色灯笼万余盏， 展现杨
家将文化和春节年文化的浓郁特色，
传统花灯、 现代科技风格迥异， 各
具特色， 使偌大的杨府家宅流光溢
彩如梦如幻。 千余年来， 杨家将的
故事传颂不息， 声播海外。 雁门关
外， 杨家将征战过的战场依旧， 七
郎八虎闯幽州、 血战金沙滩、 穆桂
英挂帅、 佘太君百岁挂帅……这些

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和故事， 依旧
在世间广为流传。

开封城墙历经战乱和黄河泛滥，
如今的城墙之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
虽历经多个朝代修复，其规模、格局
乃至重要坐标都未改变。开封城墙小
西门至迎宾门段， 全长1.6公里的曲
尺形城墙，经过改造修缮已在原有的
基础上还原了城墙的风貌。现在这里
已是供市民和游客游览休闲的地方，
登城墙访古探今、休闲娱乐、欣赏美
景的游客络绎不绝。古城墙在现有的
碉堡内，展示了老式的家具和开封的
老照片，供游人了解开封的过去。 还
有一处“城垣驿 ”城墙主题邮局坐
落在一间最为完整的碉堡内，满墙
的明信片有序的排列着，喜欢邮寄明
信片的朋友你可精心挑选几张寄
给远方的朋友。

冬日里的大宋御河不结冰，水依
然是那么的柔美。 坐在画舫里，你可
以捧一杯热茶品茗听歌，或可随着宋
词的乐曲任思绪随意穿越。看新春之
夜两岸灯火璀璨，红红火火的花灯带
来浓浓的新春年味。

小贴士：

开封小吃，名扬天下，逛庙会、赏
花灯如果错过纯正的开封小吃，那您
可是遗憾大了。上河城小吃街有地道
的开封美食：小笼包子、炒凉粉、桶子
鸡、杏仁茶、黄焖鱼、小烧饼、冰糖梨
水、水煎包等等，让你几天吃的不重
样，管你顿顿都新鲜。

（本报记者 博雅 采访整理）

河南开封：
领略古城大宋春节

出镜专
家： 新浪知
名旅游博主

来到河北丰宁马镇， 这里有小朋友喜欢
的小猪佩奇冰雪屋和好多好玩的冰雪娱乐项
目， 带着一家老小可以轻松地享受春节团圆
的乐趣，在这里吃喝玩乐全都搞定。

特别需要推荐的是， 中国马镇冰火节从
去年12月开幕至今年2月28日，更是冰火两重
天，别具一格。 还有今年春节初一至初七，马
镇美食街将隆重举办的坝上冰火春节庙会，
赶集、玩乐、划旱船、踩高跷、舞龙舞狮、扭秧
歌等众多地方民俗表演， 更能体验地方春节
的浓厚氛围和精彩。 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
过这冰雪奇缘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虽然在零下20多度的冰上吃火锅手会被
冻的通红， 但也挡不住热气腾腾美味的诱
惑。 冰建大火锅， 是一个可以30人一起享用
的火锅， 感受团圆和春节的喜庆。 在品尝冰
建大火锅以后， 这里还有晶莹剔透的火锅包
间和冰屋酒吧， 冰酒吧的调酒师调制的漂亮
的鸡尾酒， 酒吧里有冰凳子还真有人不怕冷
敢坐。 你敢挑战在零下20度的冰包间里吃火
锅、 喝鸡尾酒吗？

当然， 以萨满新年祭祀和祈福为主旨的
集体仪式活动，更是传统萨满非遗文化、冰雪
民俗文化的精彩展现。 当低音的吹奏乐器铺
陈，标志性的号角声吹响，祭祀祈福，为新年
带来新气象，感受萨满的虔诚。 歌舞狂欢，体
验篝火的热情，从而在冰雪世界之中，感受鼓
乐喧天的氛围， 和亲朋好友以及来自四面八
方的朋友们一同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在尽情玩耍后，更要品尝一下草原美食。
最特别的是在这里吃烤全羊很有仪式感，而
且马镇的烤全羊选用的是锡林郭勒东乌旗一
岁以下黑头羔羊，羊肉未经腌制，蘸料选取12
种天然调料，用坝上特有“百里香”香料去除
膻味儿。 经炉火烤制80分钟后， 以采摘式吃
法，直接从羊身上摘取皮、肉、羊排等部位进
行享用。一羊六吃，每一步骤吃到的部位味道
都会不一样，真是过足了瘾。

小贴士：

马镇的梦马酒店在丰宁可算得上高档次
的酒店，酒店装饰十分考究 ，多绘日月祥云
图等吉祥图案，或悬挂风马旗，或布置刺绣
飘带，富丽堂皇，气势不凡，富有浓郁的民族
色彩。

丰宁马镇：
感受冰火两重天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