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梵净山位于贵州省东北部， 得
名于“梵天净土”， 与山西五台山、
浙江普陀山、 四川峨眉山、 安徽九
华山齐名， 已列入 《世界自然遗产
名录》。 闻得其名， 便已向往， 如此
梵天净土之所在， 岂能错过其大美，
于是毅然前往， 以领略这“贵州第
一名山”、 “武陵第一峰” 之美。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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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房车产业协会日前公布的
数据表明， 房车和露营旅游在赴澳旅游
的中国游客中越来越受欢迎。 该协会产
业研究员休斯·菲茨帕特里克近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赴澳旅游的中国游
客如今越来越倾向于新颖和不同的旅行
体验。”

菲茨帕特里克说， 这个趋势反映了
中国游客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 他们也
更有信心选择新的目的地和旅游方式。
“中国游客越来越喜欢自然风光，而住在
房车公园和使用房车也是接近和体验澳
大利亚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的绝佳方
式。 ”他说， 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游客
的需求， 澳大利亚旅游业已经计划在城
市以外的更多地区引进微信和支付宝等
支付方式。 据新华社

赴澳中国游客
愈发青睐房车和露营旅游

秘境之美梵净山 □户力平 文/图

领略不尽的梵净山奇观异景

从铜仁市区到梵净山景区约120公
里， 早上七时许从酒店出发， 不到两
个小时， 便来到梵净山脚下。 走下大
巴车， 放眼望去， 满眼的绿色， 黔东
北的景色真是太美了。

此时非节假日， 景区没有人流如
织、 喧哗的景象， 幽静的梵净山， 仿
佛在静静地等待着我的拜访。

走进景区的大门， 导游边走边介
绍，梵净山地处黔东北边陲，绵延数百
公里，是我国知名的弥勒道场，有“贵州
第一名山”和“武陵第一峰”之称。 据史
料记载，梵净山佛教开创于唐，发展于
宋，鼎兴于明清，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
历史的文化名山，集黄山之奇，峨眉之
秀，华山之险，泰山之雄。

攀登梵净山， 首先要乘坐观光车
上山。 我们驱车沿山路盘旋而上， 虽
然道路狭窄， 但司机师傅却开得很快，
且技术熟练， 当两车相会时必有一车
停车相让 ， 车与车几乎是擦肩而过 。
车窗外是大峡谷， 奇石嶙峋， 古树葱
茏， 满目清新。

20多分钟到达索道站， 坐上缆车，
一路攀升， 仿佛使人有一种步步升入
九天之上的感觉。 向上远眺， 是高高
的山峰， 向下近观， 是不见底的沟壑，
落差极大， 无不令人胆战心惊。 抵达
半山腰的索道站后， 再沿着栈道继续
向上攀登。 导游说要走过三千多个台
阶， 才能到达主峰———蘑菇石。 闻听
此言， 同行的两位旅伴便打了退堂鼓，
我却要执意前往 ， 既来之 ， 则攀之 ，
旅行就是一种自我挑战。

这里的栈道着实陡峭， 蜿蜒曲折，
走了不到一半， 已是气喘吁吁， 而当
看到周边优美景色时， 疲劳消除了一
半， 继续前行。

走走停停， 峰回路转之处， 不知
不觉中， 已至一处平台， 眼前豁然开
朗 ， 梵净山的标志蘑菇石映入眼帘 ，

如此神奇之石， 集天地之精华， 立于
悬崖之边， 风化多年之物， 看似弱不
禁风， 实则经万千风雨侵蚀， 万年不
倾不倒， 周围则奇石林立， 形态各异，
给人无限遐想。

疾走几步， 来到蘑菇石下， 放眼
四顾， 巍峨起伏的群山， 茫茫无际的
林莽， 似乎就微缩成眼前一面波光荡
漾的碧海， 令人赞叹不已。 领略的是
如诗如画的风景， 体味的是大自然的
博大与质朴。

梵净山访禅问道

梵净山的景致， 美不胜收， 而梵
净山的宗教文化， 为其披上一层肃穆
而神奇的色彩。 据导游介绍， 梵净山
之闻名源于佛教， 遍及梵净山区的庞
大寺庙群， 奠定了梵净山乃著名 “古
佛道场” 的佛教地位， 成为中国五大
佛教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

走在山路上，路边一座建筑规模宏
大的寺院吸引了我。 待走近时，便听到
寺内传出的禅乐之声。这里就是著名的
承恩寺，历史上与护国寺、承恩寺、朝天
寺并称梵净山“四大皇庵”。

走进山门， 顿觉浓浓的禅意扑面
而来。 该寺始建于明初， 由明高僧妙
玄长老开山 ， 至今已有500余年的历

史。 寺院分为上、 下两个殿宇， 上殿
称 “上茶殿”， 下殿称 “下茶殿”。 半
山有石墙， 石墙正中有拱门， 门框上
嵌一块石刻匾额 ， 匾额上书 “圣旨 ”
二字， 下书 “敕赐承恩殿” 五个大字。
清末因兵燹等年久失修， 2009年在原
址重建。 院墙和殿基均为块块板岩叠
造而成， 显得古朴与厚重。

承恩寺镶嵌于梵净山海拔2242米
之上， 蓝天白云下， 金顶突起， 奇险
峻逸， 没有任何雕琢的痕迹， 成为梵
净山的地标。 这也是我所寻访过的众
多寺院中， 海拔较高的寺院之一， 由
此更平添几分敬畏与神秘之感。

置身于这宁静的古刹之中， 仿佛
游离了尘世的喧嚣与纷杂。 尽管自己
不信佛， 不拜佛， 但敬佛、 礼佛， 此
时在这充满禅意的世界里， 让自己的
心得到片刻的清静， 仿佛在此会体味
佛的大度与宽容， 领悟出禅的深刻哲
理， 并有一番自我反思。

站在承恩寺庭院中， 眺望梵净山
之金顶， 高矗入云， 直插虚空。 它是
武陵山脉的最高峰 ， 又称 “红云金
顶”， 因其晨间常见红云瑞气环绕， 故
得其名。 其上半部一分为二， 由天桥
连接两端。 两边各建有一庙， 一边供
奉释迦佛、 一边供奉弥勒佛。

传说金顶本为一整体， 后来释迦
佛与弥勒佛同时看中金顶， 都到这上
面打坐修行， 燃灯古佛看在眼中， 便
手执金刀， 从峰顶一刀劈下， 从此一
峰分二顶， 释迦居左、 弥勒居右。 按
照佛家 “竖三世佛” 的说法， 燃灯代
表过去， 释迦代表现在， 弥勒代表未
来， 这里可参拜三佛， 使人带到最高
境界。 看着那些正手攀铁链， 脚手用
力， 虔诚向上的游客， 甚是敬佩。

在傍晚时分 ， 我们回到梵 净 山
下 ， 导游说 ， 今晚就住宿在梵净山
景区内的酒店里 ， 大家可以领略一
下梵净山的夜色之美。 闻听此言， 众
人连声称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旅游局近日
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入境迪拜
过夜的国际游客数量为1592万人次， 同
比增长0.8%， 其中中国游客数量达87.5
万人次， 同比增长12%， 中国超过阿曼
成为迪拜第四大旅游客源市场。

在入境迪拜的国际游客中， 印度游
客数量仍占据第一位， 2018年共有超过
200万人次印度游客到访迪拜， 跟2017
年基本持平。 排在第二位的是沙特阿拉
伯游客， 共有160万人次。 紧随其后的
是英国游客， 共有120万人次。

2016年11月， 阿联酋宣布对中国公
民给予免签待遇。 迪拜旅游局统计数据
显示， 2017年中国游客人数突破76.4万
人次， 同比增长41%。

迪拜是组成阿联酋的7个酋长国之
一， 也是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之一。 迪
拜政府希望2020年吸引的国际游客数量
达到2000万人次。 据新华社

2018年赴迪拜中国游客
数量增长12%

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近日
发布公告 ， 对近期暗访检查中发现卫
生和消防安全问题严重 、 服务不规范
问题突出的7家饭店予以取消五星级旅
游饭店资格的处理 ， 对另外10家饭店
予以限期整改12个月的处理。

被取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格的包
括湛江恒逸国际酒店 、 东莞悦莱花园
酒店、 三水花园酒店 、 常熟虞山锦江
饭店 、 昆山一醉皇冠酒店 、 无锡雷迪
森广场酒店、 宜兴花园豪生大酒店。

据了解 ， 这些被处理的饭店存在
的问题主要是 ： 客房及过道地面污渍
明显， 餐厅天花板渗水发霉 ， 洗手间
面盆内有毛发和絮状物 ， 公共卫生间
污渍严重 ， 客用毛巾发黑发硬 ， 客房
电热水壶锈迹严重 ； 灭火器过期 ， 消
防栓长期未进行检查 ， 消防检查记录
缺失； 指示标识不全， 安保管理松散，
无礼宾 、 送餐 、 开夜床服务 ， 游泳池
无救生员在岗值守等。 据新华社

全国7家饭店
被取消五星级旅游饭店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