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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出境出岛

精品线路

■ 本报记者 侯赛

海洋的面积占据了地球总面积的七
成，而地球上的海是彼此相通的，因而海是
不能用“个”来作为量词的。但是毫无疑
问，每一处海滨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个性。

或许你早已熟悉了海南的海，而在
这个夏天，不妨前往北方两大著名的海
滨城市，了解一下那些个性独特的“北方
的海”。

大连——
漫步滨海，喂鸽，欣赏女骑警

大连位于中国东北辽东半岛最南
端，西北濒临渤海，东南面向黄海，被冠
以“浪漫之都”、“北方香港”和“时尚之
都”等多种名衔，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海滨
城市。她不大也不小，人口不多也不少，
有着阳光、大海、沙滩和美女。在来过大
连的人们眼里，她美丽无可比拟。

漫步滨海路 徜徉山水间 随便问

一个大连人，如果时间精力只允许去一
处，答案肯定是滨海路。这条全长近40
公里的盘山公路是大连的骄傲，它沿着
大连的海岸线曲折前行，几乎环绕了大
半座城市，完整地诠释着大连的海之美、
海之魅。游滨海路可以自驾、骑行或漫
步，尤以漫步最受欢迎，而中段又是多数
人的选择。一路经过灵动的雕塑、卡通
的岩壁、奇特的景观、甜蜜的新人，每分
每秒都会有新的惊喜铺展在眼前。

海滨浴场 享受阳光海滩 大连的
海滨浴场可谓到处都有，在这里享受
一下阳光和沙滩，让自己度过舒适惬
意的一天，几乎是每个来到大连的朋
友必会安排的行程。在大连的海滨浴
场，可以尽情地洗一次海澡，让自己彻
底放松；也可在退潮的时候漫步海边
拾贝，体验童真般的乐趣；还可以静静
地坐在海边，以蓝天、碧海、阳光为伴，
观赏如诗如画的海滨风光。此外，在
大连的海滨浴场你也可以选择沙滩排
球、水上飞车、冲浪等运动项目。

人民广场 喂鸽子看女骑警 人民广
场是大连市级行政机关集中的中心广场，
也是中山路上诸多广场中，最具权威性的
一个。方形的布局，大片的草坪、不怕生
的成群鸽子、准时喷射的喷泉，周围厚重
的俄式建筑、每周一06：00的升旗活动都
让它显得与众不同。而周二或节假日的
上午09：00-10：30之间还有可能在这里
欣赏到大连女骑警的英姿。这绝对是大
连一道独特的风景，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
女骑警队伍，她们已经成为到大连旅游必
看的项目之一了。

青岛——
喝啤酒，吃蛤蜊，看青岛世园会

青岛位于山东半岛南端，是中国东
部沿海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海外游
客入出中国的主要口岸。旖旎壮美的海
滨风景线；起伏跌宕的海上仙山——崂
山；“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城市风景；
典型欧陆风格的多国建筑；浓缩近现代

历史文化的名人故居；现代化的度假，会
展条件，这一切的一切都使青岛这座中
西合璧，山、海、城相融的城市成为中国
最优美的海滨风景带。

8月啤酒节，全城畅饮啤酒 青岛
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啤酒节举行地，也是
亚洲最大的国际啤酒都会。青岛国际啤
酒城分南、北两大功能区，南区为娱乐
区，北区为综合区，已建成大型游乐世
界。城内巨大的“溢满全球”雕塑为标志
性主体，寓意深刻；万人广场是国际啤酒
节永久性节庆活动场所。

青岛国际啤酒节每年8月的第二
个周末开幕，也就是本周未就要盛大
开幕了，为期 16天。节庆期间，美食
娱乐、饮酒大赛、时装表演等活动精彩
纷呈，人流如潮。啤酒厂家还专设微
型啤酒生产线，游人在品尝生产线酿
制的生纯啤酒时，还可观赏啤酒生产
全过程。

世界园艺博览会不容错过 除了一
望无尽的魅力大海，口味醇正的青岛啤酒
和鲜口的蛤蜊，今年到青岛，又会有别样
的惊喜，在青岛举行的2014青岛世界园
艺博览会（简称“世园会”）成为今年青岛
旅游的一个新亮点，游客有机会在国内享
受国际性园林园艺“奥林匹克”盛宴。

青岛世园会园区规划总面积241公
顷，分为主题区、体验区两部分。园区总
体规划创意源于浪漫的中国古典神话故
事“七仙女下凡”。主题区由中华园、华
艺园、草纲园、童梦园、绿业园、国际园组
成，体验区由山地园、茶香园、农艺园、花
卉园、百花园组成。

这个夏天
去北方感受
不一样的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这个暑假，如果海岛的大海或者热
带雨林对你的孩子来说都已经不再新
鲜，那么启动你的爱车，带上孩子到广州
长隆来一场新鲜的奇妙旅程吧。在这
里，丰富多样的游乐项目和设施能够满
足不同年龄游客的需求，给人们带来刺
激而愉快的体验。

野生动物园：
与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

熊猫、考拉、大象、长颈鹿……动物
园永远是孩子最喜欢的去处之一。在长
隆野生动物园，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与
众多的野生动物来个近距离接触，在满
足孩子对大自然的好奇心的同时，也能
在游玩中上一堂生动的科普知识课。

在长隆野生动物园，人们可以开着
车参观动物。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
参观区根据地理位置和气候，被分为8
个大区域，让游客在一天之内，横跨北半
球到南半球，从草原到高原，从亚洲到非
洲，感受最原始的动物世界。

动物是怎样做体检的？在动物园的
多媒体生态主题科普新区“丛林发现”
里，孩子们可以“偷窥”到野生动物保护
的幕后故事。在科普中心，孩子们还可
以参与互动游戏和动物保护知识问答，
学习科普知识。

水上乐园：
在水上世界度过清凉一天

暑假带孩子游长隆，最不能错过的是
著名的长隆水上乐园。长隆水上乐园拥
有大量领先同行的“明星”设施，能让你的
一家人在这里尽情享受清凉的一天。

在长隆水上乐园新区“热浪谷”，拥
有世界最大的人工洪水中心“巨洪峡”，
能够制造出3米高的巨浪，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容量的漂流冲浪项目。在这里，
通过储水式泄洪及独特的弯道设计模拟
大洪水冲击的体验，能给人们带来洪水
巨浪冲击的极致真实感，十分刺激。

除此之外，长隆水上乐园还有最大
的造浪池，最受欢迎的“超级大喇叭”、

“超级巨兽碗”等等。如果你觉得对年龄

太小的孩子来说，这些巅峰玩水设施都
太过猛烈的话，你还可以在这里寻得很
多适合小朋友玩的设施——50套的亲
子设备、近千个亲水喷头的“宝贝水城”、
专为家庭设计的亲子滑道等，都能让小
朋友充分感受到玩水的无穷乐趣。

欢乐世界：
感受刺激游乐项目

能够在一个聚集了众多游乐项目和
设备的游乐园里尽情玩耍，应该是所有
孩子的梦想。集乘骑游乐、特技剧场、巡
游表演、生态休闲、综合服务于一体的长
隆欢乐世界主题游乐园，则能够满足孩
子们的这个愿望。

在这里，人们可以带上孩子在天方
夜谭的“旋转杯”里当一回神话里的主
角；也可以坐上神奇的“墨西哥草帽”，在
长满仙人掌的“沙漠上”飞旋；又或者乘
坐在充满欢乐的“音乐小船”里，扮演“小
海盗”扬帆出海……

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在这里寻到最
刺激的游乐设施——亚洲独一无二的U
型滑板，是跳楼机与过山车的完美结合，
能够让你感受到最时尚的滑板活动，体验
最动感的生理极限；飞旋在半空的神奇飞
椅，可以带着你在空中不断高低变幻飞
驰；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极限十环过
山车，能让你体验到亚洲最多环数的过山
车之旅，感受令人兴奋的急速翻转……

国际大马戏：
让感官来场惊艳旅程

如果白天的旅程还未让你尽兴，那
么长隆的夜晚则会给你新的体验。拥有
全球首创实景式马戏舞台和尖端舞美科
技的长隆国际大马戏，肯定能极大地刺
激你的感官，给你一场夜晚最为美妙的
奇幻旅程。

这场国际大马戏有着全球顶尖的舞
台设施和主题节目，来自20多个国家，
横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共300余名
的马戏精英为游客们同台演绎。此外，
还有多达40余种500多只珍奇动物与
马戏的精英们同台献技。

■ 本报记者 侯赛

七八月份的高温使人们变得萎靡
不振，这时最需要一次充满新鲜感的
旅游来刺激一下神经。要高品质的，
要好玩超值的，要有地道美食的，不要
赶行程的，又不要去太远的？岛内旅
行社推出6天5晚的新马游以其超值
特点再次点燃暑期旅游市场。就让我
们登上直航新加坡的飞机，开启一段
充满东南亚风情的旅程吧！

在新加坡的夜间动物园，观察动
物们在天黑起床后的神秘生活；行走
在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荷兰广场、英
女皇钟楼、圣保罗教堂等遗迹，亲身体
验到马来西亚三大文化交融的奇妙感
觉……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你和孩子感
到新奇不已。

新加坡——
传统与开放并存的花园狮城

新加坡游览景点比较集中，多而
有趣。像海洋馆、水上探险乐园、夜间

动物园、鸭子水陆两栖船以及圣淘沙
岛上的沙滩游玩等等，都非常受小朋
友喜爱。

耗资43亿2000万美元兴建的圣
淘沙，是世界名胜的重点项目之一，是
东南亚首个且唯一一个环球影城主题
公园。环球影城里每一场影片的放
映，观众都仿若置身于影片的奇幻冒
险之中；在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环球
影城里，你可以带着宝贝畅游纽约街
头；在马达加斯加的丛林里骑着狮子
Alex、斑马Marty一起旋转。

近日《变形金刚4》让新加坡变形
金刚特效影院俘获了不少影迷。此时，
带着宝贝来到这里可以感受擎天柱与
霸天虎之间对决的壮观场面,整个人与
坐椅也会被带入影片的故事中，迎面会
飞来不明零件、伸手可触大黄蜂……这
些场景不仅让宝贝们追捧，也能够让家
长们的童年梦想尽情释怀。

新加坡的夜间动物园占地28公
顷，收罗了290种哺乳动物类、鸟类和
爬虫类动物，总数超过3000只。这里
有许多濒临绝种的动物，包括科摩多

龙、睡熊、金丝猴以及世界最大的群居
人猿。另外，园内展出的世界各地的动
物不少品种也属于珍禽异兽，如东南亚
的马来貘、长鼻猴、水獭、鹦鹉、小黑猴、
黑豹，东非的狮子、犀牛、河马、鲤鱼、羚
羊等。在园中，迷你蒸汽火车会带游客
畅游“原始王国”、“南极乐园”及整座动
物园。动物园还特别安排了猩猩与游
客共进早餐、喝茶等娱乐趣味节目。

马来西亚——
美景和美食不容错过

马来西亚美丽的风光和诱人的美
食吸引了很多游客到此旅行。来到马
来西亚，您可以到基纳巴卢山爬山，到
金马伦高原品茶，到西巴丹岛潜水，还
能来到塔曼尼加拉热带雨林探险……

沙巴是马来西亚深藏的绝妙旅游
地，见识了沙巴。你就会惊讶马来西
亚丰富的旅游资源。生活在马来西亚
婆罗洲的普南族是一个神秘的民族，
他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保持着许多
有趣的风俗传统。马来西亚的风格就
像这儿的天气——热情。看到的是一
张张友善的笑脸，听到的是一句句浓
浓的马来音普通话“你好！”

槟城，当年英国商船来此躲避风
浪的时候，他们给这个美丽的海岛起
名为乔治市，华人则称之为槟榔屿。
这里最让人着迷的是各种文化的交融
聚集，槟城既有南海姑娘的轻柔韵律，
也有安娜与国王的感伤情怀。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把乔治市列入减肥者不宜
去的旅游景点之一。乔治市当地的小
吃种类丰富且富有人性化，可以提前
预定，到时来到当地直接品尝，如椰浆
饭、辣味米粉汤等。品尝当地美食后，
还可以学习如何做槟榔屿的有名小
吃。在乔治市中心的Nazlina香料站
就提供有烹饪课程。

马六甲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
古城，马六甲州的首府。它位于马六
甲海峡北岸，马六甲河穿城而过。该
城始建于1403年，从16世纪起，历受
葡萄牙、荷兰、英国的殖民统治。这里
有中国式的住宅，荷兰式的红色楼房
和葡萄牙式的村落。市内古代修建的
街道，至今依然保存较好，街道曲折狭
窄，屋宇参差多样，很多住房的墙上镶
着图案精美的瓷砖，木门上装着瑞狮
门扣，窗上镶龙嵌凤，古色古香，处处
显示出马六甲这个历史古都的独特风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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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新马游
感受不一样的东南亚风情

海

新马直飞六日亲子游

人们可以不问季节就可以轻松踏上新加
坡的旅途，这个暑期，我们一起去体验这座城
市国家的精彩。如果你是吃货，你在新加坡
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世界特色美食。免税商
店，让你在异国他乡做一个真正的“购物
狂”。环球影城也是一个世界级的主题公园，
好莱坞各种大片的场景真实还原，在环球影
城里，绝对可以让孩子玩到不想回家！

（8月17日出发 报名电话：66668888）

港澳直飞五日游

夜游维多利亚海港，饱览这座东方明珠
的迷人夜景。轻松玩转香港迪斯尼乐园和海
洋公园两大世界顶级主题公园！带着瞻仰澳
门回归时的标志建筑物大三巴，参观澳门最
大、扬名世界的“威尼斯人度假城”，壮观的室
内“人造天空”，肯定让你叹为观止，看看设计
师是如何将意大利威尼斯水城缩小装进这座
不可思议的酒店里！

（8月21日出发 报名电话：66668888）

走进湖南卫视快乐小记者夏令营

在现场，我们将与明星面对面，体验湖南
卫视的魅力，特别是《快乐大本营》等品牌节
目；采访伟人故里，追忆伟人传奇经历；全国
小记者联谊活动，感受“外交”带来的新鲜和
乐趣；仿真城市“酷贝拉”，体验各种职业，“一
夜长大”不是童话；通过参观橘子洲公园、湘
绣博物馆，感触长沙悠久的历史文化；玩转长
沙科技馆；体验冰雕世界。活动期间表现优
异的小记者将会获得由湖南卫视、湖南教育
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亲笔签名的荣誉证书。

（8月18日出发 报名电话：66668888）

全国最难征服的
5条自驾游路线

我国幅员辽阔、地貌繁多，从平原到丘陵
再到高原，构成了一幅俊美的山川画卷，而自
驾穿越在这幅画卷上的，是众多驴友，喜欢自
驾的驴友很想去征服，去挑战。

“Rubicon之路”是世界越野迷心中的
“纽格柏林赛道”，位于美国加州，在这条不到
100公里的路上，几乎汇集了世界上一切高
难度的越野障碍，是全球十大最难征服之地。

其实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道路，对车对人
都是极大的考验，但是看到的景色也是别处
所看不到的。

01 天山公路

天山公路是一条从北疆独山子到库车的
公路。因为这条公路要穿越崇山峻岭的巍峨
天山，又俗称天山公路，用雄、奇、险、峻来形
容。全程中可见雪山、草原、森林、河滩、雪山
融水等多元化风光。翻越4个海拔3000米
以上、常年积雪的达坂，经历了众多天然形成
的路段障碍，如冰河路、炮弹坑路、碎石路、漫
水桥，连续180度山间盘路，倾角30度的爬
坡路等等。而且沿途多见自然塌方、人工炸
点、山间滚石。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越野场地
能够让您迅速提升越野技巧。

02 罗布泊

古往至今，这片死亡之地流传出了太多诡
异恐怖的事件，连我国著名的探险家余纯顺也
长眠于此。沿途历经砾石、泥泞、公路、荒漠等
全路况路段，其中越野征途近700公里，戈壁碎
石路面450公里。路途遍布凹凸石块、超长距
离的搓板路、碎石路，无尽的土丘、垄岗。

03 丙察察线

云南贡山丙中洛经西藏东南处的察瓦龙
至察隅的简易道路，它是我国内地目前进藏
的第七条公路，也是进藏路线中最为艰险，风
景也最优美原始的路线。它地处喜马拉雅山
与横断山脉挤压的结合部，山高峡谷深，加上
地理构造缺陷严重，自古以来都没法通行公
路，所以至今外界极少有人进入，完全处在深
闺人未识的锁闭状态。察察线自2007年底
形式上通车后，因地理环境和气候造成道路
灾害影响不断，道路断多通少，几乎就是当地
人的少量人车在行走。

04 墨脱

墨脱年降雨在4000毫米左右，带来了湿
滑的路面和遍布的烂泥路。越走海拔越低，
越走植被越繁盛，越走云雾越浓且变幻无
常。扎墨公路旧址上的140公里山路，是一
条中国最差等级的道路，是一条路况随时在
变化的道路，是一条从未完整修通过的道路，
更是一条令人闻之色变的“顶级越野路线”。
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年至少有10人、几十头
牲畜葬于山腹。2004年2月的一次大雪崩，
就吞噬了11个人的生命。50年来，更是有
200多名修路工人长眠于此。而今年，偏偏又
气候温暖、雨水充沛，致使雨季提前来临，雨
季是出行墨脱的大忌！

05 阿尔金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盘卧在青藏高原北
缘，用“高大威猛”来形容它最恰当不过，

“高”，平均海拔达4500米。在这里最难忘的
搓板路就是当地人闻之色变的“三跳路”，即
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肚里跳。由于
盐碱的侵蚀，道路如同搓板且坚硬无比，车行
其上，前后左右摇摆不定，如同怒海行舟、晕
厥无比。或许正是因为道路如此艰辛，因此
这里人迹罕至，才使得阿尔金原始的壮美得
以保存。 （极限户外网）

到青岛畅饮啤酒。

大连滨海路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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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