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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南岛" 珍珠加玛

瑙# $身居海南岛的我们"对祖

国的另一宝岛台湾岛有着太

多的好奇"也有着特殊的情怀#

乘着!大三通 $的的东

风 "

!""#

年
$!

月
!%

日 "海

南新闻交流团一行
&'

人 "

带着激动"满怀憧憬"踏上

了宝岛台湾的土地#

这是一次特殊的旅程#

我们乘坐的是海口直飞台

湾的首航班机"见证了这一

特殊的历史时刻#我们成为

两岸!大三通 $后的大陆赴

台湾的首个新闻交流团"也

是海南建省以来赴台的最

大规模的新闻交流团#

这是一次美好的旅程#

我们出发时"五指山的枫叶红

得正艳" 一抵达台北时便听

说"阿里山的枫叶红了# 更巧

的是"我们一路乘坐的大巴车

上"印着!枫忆之旅$四个大字

!见下图"#枫叶代表着美好"

#

天台湾之旅"台湾的的确确给

大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这是一次情感之旅# 一

双双热情的手"一次次坦承的

交流" 一句句温馨的话语"我

们充分体会到了 !琼台水相

连"两岸一家亲$的情谊#

这是一次交流之旅# 我

们先后走过了台湾高雄市%

高雄县%台南市%台南县%嘉

义市%嘉义县%南投县%新竹

市%台北市%台北县等
&%

个

市县"通过与当地的新闻工

作者和媒体广泛交流"增进

了两地新闻界的相互了解#

这是一次学习之旅# 此

行中"我们还与台湾的旅游

业% 工商业界人士接触%沟

通"拜见了台北市海南同乡

会以及著名文化人李敖%琼

籍著名画家陈显栋等"参观

了阿里山% 日月潭等景点"

对台湾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这是一次收获之旅# 在

交流访问中" 大家对台湾的

旅游%经济%历史%人文%交通%

时尚等方面体会良多# 本期

&海南周刊'"正是希望通过把

大家的感受% 体会和启示呈

现给大家"使更多的海南人了

解台湾%喜欢台湾#

台湾的旅游景点到底有多
少!这是个很难统计的数字"一位
导游说#如果一天游一个景点$台
湾的大小景点你一年也游不完%

在这个面积仅
!"#

万平方公
里的岛屿上$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旅
游资源"山水美景&海岸奇观&珍贵
史迹&现代都市&古朴乡镇&特色主
题''旅游景观异彩纷呈&博大精
深" 宝岛之称可谓名副其实"

在台湾的
$

天行程中$我们虽
然所涉足的旅游景点有限$但已从
中体会到了台湾的风景名胜之妙"

阿里山日月潭赏景

正当海南日报准备推出(冬季
到五指山看红叶) 特别策划期间$

我们从台湾媒体上看到报道*阿里
山的枫叶红了%

%&&$

年
'%

月
%%

日$当我们登上位于嘉义县东北的
阿里山时$果然看到一棵棵枫树红
得娇艳$点缀着阿里山的美丽%

阿里山最主要的景观是森
林$有+森林宝库,之称$与海南的
五指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阿里山
所拥有的丰富森林资源$垂直分布
着热带&亚热带&温带和寒带等不
同景观的林木$呈现变幻多端的奇
景% 从山脚到山顶短短几十里$不
同的森林景观一一进入我们的视
野%从平地的槟榔&相思树&桂竹林
等热带植物开始$ 顺着山势攀升$

景致变换成属于暖带林的樟木&楠
木和柳杉林$再往上到了温带林则
可见到铁杉&台湾扁柏&华山松&台
湾杉与红桧等% 在山中$我们看到
了一棵三代同株的老树所形成的
+三代木,&树龄达

%!&&

年的+香林
神木,等奇景%

+万山丛中$突现明潭,$遥望
日月潭时$ 便已被这一宛若翠峦
丛中的明镜所吸引% 乘游艇徜徉
潭中$美不胜收%

日月潭位于台湾中部南投县
鱼池乡$是台湾最大的天然湖泊%

全潭以拉鲁岛为界$南形如月弧$

北形如日轮$故名日月潭% 日月潭
之美$ 在于它环湖皆山$ 重峦迭
峰$郁郁苍苍-湖面辽阔$水平如
镜$潭水湛蓝% 迎风站在船头$看
潭中和周边景象万千$ 顿时有飞
入仙境之感%

拉鲁岛$ 是潭中央的惟一岛
屿$如点缀在碧湖间的一颗绿珠%

当地原住民邵族在岛边水域设置
了再现邵族逐鹿传奇意象的 +白
鹿,塑雕$半浮水中$令我们联想
起海南+鹿回头,的传说% 上岸来
到日月潭东南方向的邵族居民聚
落$看到了邵族民族歌舞表演$了
解了这一台湾原住民族中最小族
群的历史%

台湾的自然旅游资源特色突
出$拥有火山&地热&海岸&湿地&

高山&峡谷&湖泊&森林等多种奇

特的地貌景观% 著名的自然景观
还有太鲁阁峡谷 & 雾鹿峡谷 &玉
山&阳明山&垦丁公园等%

赤嵌楼红毛城访古

台湾对人文旅游资源如文物
古迹&历史建筑&民间艺术&民俗
风土等方面的开发$ 使其与自然
景观融合一起$ 充分体现出历史
价值和人文特色% 在台期间$我们
参观了赤崁楼&红毛城等古迹%

赤崁楼是台湾年代久远的古
迹之一% 赤崁楼位于台南市中区
赤嵌街$原称普罗民遮城$为荷兰
人窃据台湾时 $ 于明永历七年
.

'#(!

年/ 所建的一座海上城堡%

因城楼砖瓦均为红色$ 又被称为
+赤崁楼 0% 明永历十五年 .

'##'

年/$郑成功攻入台湾 $以此楼为
指挥部$征讨荷兰侵略军$尽复台
湾失地% 从此$赤崁楼成为具有历
史意义的名胜古迹%

'$#%

年.清同
治元年/$ 赤崁楼毁于大地震$光
绪年间在废墟上建文昌阁& 海神
庙等$即今日的赤崁楼%

今日的赤崁楼$ 已完全看不
出当年荷兰人所建的 +普罗民遮
城0的模样% 还未进楼$先在广场
上看到郑成功接受荷军献降书的
雕塑群像$ 显示出中华民族的雄
风% 文昌阁与海神庙一北一南$是
两座红瓦飞檐的中国传统建筑 %

楼内陈列着荷兰人投降的条约
书$ 以及郑成功与荷军作战的海
图等珍贵历史资料% 赤崁城楼下
有九只大石龟各负丈余石碑 $是
乾隆亲撰旌表平定林爽文之乱的
御碑% 一处仅剩断垣残砖的普罗
民遮城残迹$ 是赤崁楼最具史料
价值的残存$诉说着沧桑的历史%

位于台北县淡水镇的 +红毛
城0$是台湾北部最古老的城堡$也
是了解台湾历史的一座博物馆 %

该城最早是在
'#%$

年由当时占
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所兴建$后
来又由荷兰人在

'#))

年重建$因
为当时称荷兰人为+红毛0$城堡被
称为+红毛城0$该名称一直沿用至
今% +红毛城0于

'$#*

年以后曾经
被英国政府长期租用$被当成是英
国领事馆的办公地点 % 一直到
'+$&

年$ 台湾当局在台湾同胞的
强烈要求下$收回红毛城%

红毛城是一座由红砖所砌的
方形建筑物$ 城的主堡分为上下
二层楼$地基深$墙壁厚$加上+外
石内砖0的砌法$极具防卫功能%

英国人进驻后$ 除将原本的军事
用途逐渐转化成领事办公场所
外$ 将原先灰白色的城墙刷成红
色$ 红色墙身也因此成为 +红毛
城0 最强烈的形象表征% 走进城
堡$ 看到里面陈列着旧时家具摆
设$展出有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及
台湾开发过程的史料$ 使大家对

早期台湾开发史和对外关系有更
深一层的认识% 登上城堡的方台$

远眺淡水河$水光山色美不胜收%

据统计$ 台湾的各种古迹共
有

#!&

多处 $ 其中一级古迹
%&

处$除赤嵌楼&红毛城外 $还有澎
湖天后宫&鹿港龙山寺&基隆二沙
湾炮台&八通关古道等

'$

处%

'"'

大楼上俯瞰台北

要了解台湾的都市有多现
代$有一个景点一定不能错过$那
就是目前的世界第一高楼111

'&'

大楼%

位于台北市信义区的这座摩
天大楼$楼高

(&$

米$地上
'&'

层$

地下
(

层%该高楼为世界首创的多
节式摩天大楼$第

%*

层至第
+&

层
共

#)

层中$每
$

层为一节$一共
$

节$ 加上向上开展的花蕊式的造
型$有节节高升$花开富贵的意象$

形成一道独特的都市景象%

除了世界第一高的头衔之外$

'&'

大楼还有世界速度最快的电
梯% 其最高速率可达每分钟

'&'&

米$相当于时速
#&

公里$从
'

楼到
$+

楼的室内观景台$ 只需
!*

秒%

还有一项世界第一是$它拥有全世
界独一无二的风阻尼器%该挂置在
$$

至
+%

楼层巨大钢球$ 由
)'

层
'%"(

厘米厚的钢板结合为球形$直
径

("(

米$它可通过球形机构的反
作用力$抵销地震&大风等自然力
造成的摆动$确保大楼的安全%

我们登上
'&'

大楼观景台
时$绕圈向下俯瞰$整个台北一览
无余%

观景台&办公大楼&购物中心
是

'&'

大楼的三大主体$ 里面银
行&证券行&商务俱乐部 &时尚商
店&风味餐厅等一应俱全% 台北都
市的繁华$ 在

'&'

大楼的感受是
最深切的%

爱河$ 是台湾第二大城市高
雄市的一道都市观光场所% 来到
爱河时正值晚上$ 爱河桥上蓝色
的景灯与两岸的霓虹交相辉映 $

充满着诗情画意% 游船搭乘处美
名为+真爱站,$游船则被称为+爱
之船,% 登上游船$在爱河潺潺清
流上荡漾$欣赏沿途的夜景$体验
城市的休闲风情$ 我们的身心彻
底放松$还感到一种别样的浪漫%

夜市$ 是台湾的都市一大特
色% 台湾每个城市都有红火的夜
市$多半位于交通枢纽&庙会与市
集等人潮很旺的地方% 在台北$有
名的夜市就有士林夜市& 师大夜
市&饶河街夜市&华西街夜市等 %

勿论是传统的 &新潮的 $吃 &喝 &

玩&乐&穿 &戴&用$你都可以在这
里看到% 穿行在台湾的夜市中$可
感觉到台湾的+越夜越美丽,%

无论你多挑剔$ 你都可在台
湾找到你所喜爱的旅游场所%

!"#$

本版图片由海南日报记者李英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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