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1. 大部分景区、 民宿都需要提
前预约， 出发前要做好计划， 提前
网上订票、 订房。

2. 延庆的气温比市内要低5到7
摄氏度， 而且温差大， 出游时要准

备好长袖衣物和薄棉服。
3.小贩在部分景区的门口出售

捞鱼的网子和水枪， 会宣传景区内
可以玩水。 然而， 我们发现景区内
很少有水枪与渔网的用武之地。

4.景区餐饮都不多， 有出售简
餐的餐车、 也有超市。 不过还是自
己带食物比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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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延庆
诸多新奇应接不暇

日前， 一场以 “遇见南窖 慢品
西山” 为主题的2020北京西山民俗文
化节， 在房山区南窖乡举办。 大鼓、
银音会、 狮子会、 水峪中幡等特色民
俗文化的轮番展示， 不仅让现场及直
播前的观众目不暇接， 更是让来此的
游客们感受到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民
俗文化精髓。

作为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
商镇， 南窖乡曾经有条明清时期热闹
非凡的古商街， 为突出古街 “古韵”
体验， 主办方对南窖村和水峪村进行
了街景还原， 并通过开展传统节目演
出、 非遗作品展示等形式， 全面展现
古街韵味和京味文化的传统魅力。

来到南窖， 能欣赏到专业团队的
民俗文化专场表演，包括京剧专场、评
剧专场、曲剧专场、儿童剧专场、红色
经典歌曲专场等， 综合呈现一出西山
民俗文化“大戏”。 作为房山旅游消费
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办方还在活动
主会场及南窖村古商街设置了房山精
品民宿推介以及特色美食、房山礼物、
非遗作品展卖区域， 为全区特色文旅
产品搭建展销平台，助力文旅融合。

同时， 本次文化节， 主办方还特
别打造了 “老杨讲民俗” 文化专题系
列节目， 通过线上直播和专题报道的
方式， 挖掘推介古商街的文化内涵。

（博雅）

游湿地 野鸭湖野鸭不算多

“野鸭湖，其实没有多少鸭子。 不
过，鸭子特别能憋气，头一进水里，就找
不到了。 ”从延庆游玩归来，女儿伍月在
日记里这样描述她印象中的野鸭湖。

野鸭湖，其实是官厅水库延庆辖区
及环湖海拔479m以下淹没区及滩涂组
成的人工湿地。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总
面积283.4公顷，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生
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自然保护区的
缓冲区， 是北京地区重要的鸟类栖息
地。 然而，作为游客，我们并没有看到多
少野鸭，走了两个小时，只看到了四只。
其中有两只，游着游着突然头一低潜进
水里，半天都没见再出来。我发现，这里
并没有圈养鸟类供游客观赏，而是国际
鸟类迁徙路线的中转驿站。 能否看到鸟
类、看到多少，全凭运气。

虽没看到很多鸟类，野鸭湖依然有
不少可看的景色，除了一汪湖水，最有
特点的就是芦苇荡。已经抽出穗子的芦
苇有一人多高，成片的芦苇在湖水周围
形成半包围的芦苇荡。 公园很贴心，在
芦苇荡中修建了木制的栈道，以供游客
行走在芦苇之间。 当微风吹过，芦苇摆
着蓬松的发辫不时弯腰，站在其中的游
人宛然在云间行走。

公园内还有多人自行车对外租赁。
我们一家人骑着自行车， 在湖边游览，
看微波粼粼的湖水、 如云雾般的芦苇、
湛蓝的天， 还有树屋一样的观鸟台，还
有偶尔在水中露头的鸟类……一切都
是安逸美好的。

游峡谷 坐船要先坐电梯

喀斯特地貌，这是初中地理课上出
现的一个名词。 在龙庆峡，我们见识到
了典型的北方“喀斯特地貌”。两岸的山
峰陡峭，湖水被“夹”在跌宕起伏的山峰
之间。 据说，龙庆峡属于中生代燕山运
动地质遗迹， 特点就是谷底宽阔而平
坦，崖壁高而陡峻。

有意思的是， 要坐船游龙庆峡，需
要连坐六节滚梯上山。 原来，龙庆峡的
湖水被水坝拦截在半山腰， 船停在高
处。 而且公园将滚梯做成了一条蜿蜒在
山上的巨龙，乘坐电梯的入口就在张开
的龙嘴处。 滚梯上山，让年过七旬的父
母欢喜不已。“这样太好了！我们的老膝
盖终于解放了。 ”父亲说，他20年前来过
一次龙庆峡，当时要爬山，“对我们年纪
大的来说，这是个大挑战。 ”

乘船游龙庆峡， 看两岸青山相对
出，一潭碧水映峰影，美不胜收。 这景色
似曾相识，好像桂林山水。 果然导游介
绍，龙庆峡有小漓江之称。 只不过，桂林
的山更圆润饱满，而龙庆峡的山却是刀
切般的峻险。

龙庆峡不仅有景色，而且游艺活动
也很丰富惊险。 月亮湾有高空蹦极项
目，经常传出一声接着一声的尖叫 。 这
里还有下山的滑道 、上山的索道 ，对
美景兴趣不大的小朋友也不会感到
单调。

在延庆， 峡谷美景不止有龙庆峡，
还有位于百里画廊的乌龙峡。 乌龙峡更
为狭长，没有游船，然而瀑布与湍流更
多。 公园方在两岸峭壁处建了可以行走
的悬空栈道，别有风情。

游溶洞 是“壶”还是湖

滴水壶景区，让我非常意外。 “难道
不是滴水湖？ ”走在路上，我心心念念地
想，这个“壶”字是何意？ 到了景区才发
现，这里有山有湖，然而名为“滴水壶”
并不是因湖水得名，而是因为这里有一
处天然的瀑布形式独特，好像一只终年
向外倒着水的茶壶。 瀑布的落差大约20
多米，水声轰鸣。

在瀑布的一旁，有一处溶洞，可供
游客进入观赏。 溶洞的洞口大约只能容
一人通过，很窄小。 进入洞中的游客需
要带着玻璃钢制成的安全帽， 以防碰

头。 溶洞内，有大大小小的乳石和石笋，
形状特别。 最惊喜的是溶洞的尽头，有
一处开阔之地，这里设置有灯光。 石笋、
钟乳石如林中树木，在七彩灯光的映射
下，这里呈现出神奇诡秘的气氛。

看硅化木 石头的前世是木头

距离滴水壶景区不远处是北京延
庆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 木化石是几百
万年或更早以前的树木被迅速埋葬地
下后，被地下水中的SiO2（二氧化硅）替
换而成的树木化石。 它的外观保留了树
木的木质结构和纹理，然而摸起来却是
石头一样。

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里有50余座
硅化木，这些化石形成于距今1.4-1.8亿
年间的侏罗纪时期。其中有十几座大型
的硅化木体量大、保存完整，散落在一
座山中。公园为这些大的化石修建了凉
亭，还安置了玻璃罩保护。游客可以一
边爬山， 一边观赏每一座硅化木的形
态。山脚有一座博物馆，不仅展示了部
分硅化木，还通过图解来介绍硅化木的
形成，游客可以先从这里游览，了解硅
化木的知识。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古村南窖：
感受永定河民俗文化精髓

作为旅游胜地的河北省秦皇岛
市， 政府部门日前发布了10条秋冬季
旅游精品线路， 并面向全国发行10万
张 “秦皇岛旅游惠民卡”。

据介绍， 这10条旅游线路别具特
色、 层次多样， 包含了秦皇岛的秋冬
季独特美景， 内容有秋韵长城、 碧海
金沙、 乡村田园、 趣味观鸟、 葡萄美
酒 、 最美自驾 、 欢乐冰雪 、 温泉舒
缓、 饕餮美食、 精彩民俗等。

旅游惠民卡涵盖天下第一关、老
龙头、鸽子窝、渔岛、碧螺塔、龙云谷等
共23家A级景区，游客可通过“秦皇岛
惠民卡”微信公众号购买和预约使用，
活动期间可不限次数进入景区游玩。
持卡游客还可享受特色酒店、民宿、餐
饮企业的住宿七折、餐饮九折的优惠。
惠民卡使用时间为2020年10月9日至
2021年6月30日。 （郭雅茹）

旅游胜地秦皇岛：
发布10条秋冬游精品线路

关于延庆旅游， 你知道多少呢？ 原来， 野鸭湖并没有
多少野鸭； 龙庆峡的湖水在高处， 要坐电梯上山才能坐上
船； 是滴水壶而不是滴水 “湖” ……国庆假期， 我们一家
人来到延庆， 观山、 玩水、 赏芦苇荡； 进溶洞、 游峡谷、
看硅化木， 感受燕山亿万年变迁。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