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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成都到九寨沟路程最长，景色最迷人的线路。经汶川入理县，沿途可观赏米亚罗森林温泉公园，金秋十月，五
彩斑斓的丛林红叶沿公路绵延数十公里，蔚为壮观。翻过鹧鸪山，便是海拔3000多米的阿坝草原，道路平坦，山岭逶
迤，浅溪漫流，水草丰茂，夕阳下的草原牧场像金色的地毯。自然景观当属所有路线中最奇特、最迷人的一条，且行车
较安全。

九寨沟自驾路线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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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南岛到珍宝岛
■ 江龙光

一个是祖国南方的海岛，一个是面积不到1
平方公里的北疆小岛，凭什么把一南一北，一大一
小，远隔万里之遥的两点连成一线，促成这次凉爽
之秋的北上之行呢？皆因45年前那场自卫反击
战，让这个名字动听好记够响的珍宝岛，成了当时
全世界最瞩目最聚焦的地方。

到了祖国最北方的黑龙江省，取道直指虎林
市，再北上虎头镇，又再打的包车北上珍宝岛。在
虎头镇，看到虎林至珍宝岛的高速公路已修到这
里，据有关介绍，再过两年便可修到珍宝岛口岸，
届时到珍宝岛旅游就方便了。

抢在高速公路开通之前到珍宝岛，难免要经
历曲折荡肠揪心之旅，但也收获美妙清新天成之
奇。早晨从虎头镇开车20分钟到达珍宝岛乡，心
想到珍宝岛估计不远了吧，憨厚的司机肖师傅介
绍尚远着呢，还有75公里。此后一路不见人烟，
所有交叉路口均没有指示牌。这就是战备年代一
直留下来的保密惯例。怪不得肖师傅叹息虎林市
的司机到这里经常迷路，而虎头镇的司机就不会。

飞快闪过齐刷刷的杨树桦树，我与李先漠老
友成为当天抵达口岸的第一批游客。下车兴致勃
勃地瞭望对岸珍宝岛的简易码头、哨所、树林。待
来了几批游客后，大伙一起登了岛。登岛后映入
眼帘的是四座哨所（兼营房），每座哨所都留下了
时代的烙印，记载着时代的变迁。明明是四座哨
所，但资料上均称五代哨所，原因在哪？带着这个
一直不解的困惑，请教了同行一位多次上岛的当
地朋友，“问得好，第三代与第四代是同一座，第四
代是在第三代的基础上重新装修改建起来的”。
随着他简洁明快指点迷津，我们终于明白了“五代
哨所四座建筑物”的原因。细细看，第一代庄严，
第二代朴实，第三第四代对称，第五代华丽。

横穿珍宝岛的中心通道，现在已是水泥路，约
四米宽，走至中段，大伙油然驻足，遥想45年前的
那个白雪皑皑的夜晚，我们的解放军战士趁着夜
色潜伏岛中塹壕，顶着零下二三十度严寒潜伏好
几个小时，最终迎来自卫反击战出其不意的最漂
亮一仗。如今塹壕的痕迹依稀可见，脑海又翻滚
出45年前的硝烟……

再慢走5分钟，就到珍宝岛的对边岸，环顾四
周，又是看不到人烟，望着江面宽阔的乌苏里江，
有人哼起那支唱红祖国大江南北的《乌苏里船
歌》，一点不假，我们在登岛时，就看到赫哲族渔民
的小木船满载着刚捕到乌苏里江鲤鱼靠岸，足有
上百条，大的四五斤，小的一斤多，活蹦乱跳，回顾
刚过美景，大家进而引吭高唱“乌苏里江水长又
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

■ 本报记者 侯赛

秋天，九寨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丽
的季节。缤纷色彩在秋意融融中凸现，
秋日的海子层林尽染，红叶黄叶遍布山
野，幽蓝湖水如诗如画。偶过清风，宁
静的湖面荡起层层涟漪。为数众多的
大小湖、潭、瀑无处不在演绎着赤、橙、
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美的让人
不敢相信。

此时到九寨沟，还可以赶上国庆黄
金周过后，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价格

“大跳水”的好时机，拥有超值的旅行体
验。赶紧驾上爱车，去九寨沟，迷失在
金色童话世界里吧！

金秋来九寨沟可以观赏到九寨沟
的“四绝”：翠海、叠瀑、彩林、雪峰。五
彩斑斓的红叶、彩林，倒映在明丽的湖
水之中，缤纷的落英在湖光流韵间漂
浮，悠远的晴空湛蓝而碧净，自然造化
中最美丽的景致充盈眼底。

从海拔1980米的沟口乘旅游观光
车溯流而上，直达位于则查洼沟顶端的
长海。长海的天空格外明朗，碧蓝的海
水泛着波澜，四周群山环抱。静静地感
受着长海的绮丽与幽静，令人宛入梦境
一般。

则查洼沟的五彩池和日则沟的五
花海，是九寨沟湖海中的精粹。湖泊里
生长着水绵、轮藻、水蕨等水生植物形
成的水生群落；同时还生长芦苇、节节
草、水灯星等草木植物。这些水生群落
所含叶绿素深浅不同，在湖水里能呈现
不同的颜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水上、水
下，层次分明，令人梦幻迷离。

镜海位于日则沟沟口，以水面平整
如镜而著称。远远望去，蓝绿的海水安
静地躺在那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渐渐地走近了，湖山的胜处也就逐渐地
显露出来。清晨的镜海，水面无一丝波
动。近处的花草树木静静地坐在水中；
远处的高山、白云也安详地睡在海里；
蓝蓝的天空倒影于水中。

从镜海出发沿日则沟上行约1.2公
里，便来到了珍珠滩瀑布景区。该景区

主要由上部的珍珠滩与下部的大瀑布
组成。大瀑布震耳欲聋的哗哗声，似千
军呐喊，似万马奔腾。树正瀑布从悬崖
峭壁跌下，被长于水中的矮树扯成了大
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滑的布。

河边栈道悠悠，河里矮树葱葱，不知不
觉地来到了树正群海。站在山坡上，远
处火花海波光粼粼像千万颗星星悄悄
地眨着眼睛。

长海的博大、镜湖的恬静、芳草湖

的秀丽、五彩湖的神奇、翠湖的俊美、犀
牛海的稳重、熊猫海的憨赖、盆景海的
多姿、珍珠滩，诺日朗瀑布的壮阔……
九寨沟是造化的绝作、远古的遗留。唯
有自然的造化才会如此的神奇与美丽！

■ 本报记者 侯赛

“11 月，再穷，也一定要去吴哥
窟！”前几天在朋友圈儿里，看到一位爱
旅行的朋友，在转发了别人的吴哥窟游
记后，又接着发出这样一句誓言。

吴哥窟，“神秘”的代名词，又何曾
不是众多旅行爱好者的牵挂？那“高棉
的微笑”又让多少人魂牵梦萦？如果有
时间，在柬埔寨最美最凉爽的季节，赶
紧背上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吴哥窟

“探秘之旅”吧！

穿越千年的“神秘微笑”

吴哥窟是对吴哥古迹群的统称，是
一座由宫殿、寺庙、花园和城堡组成的
完整城市，古高棉王国的首都。位于柬
埔寨西北部，与喧嚣的金边相比，这里
显得安静而毫不起眼。

而在吴哥窟中心有座蜚声世界的
寺庙——巴戎寺。据说，那里象征着一
千年前古高棉人心中的“宇宙中心”，而
吸引游人争相前往的是“高棉的微笑”。

乘坐柬埔寨当地人的Tu-Tu车，
穿过雨林中一片开阔地带，巴戎寺便出
现在眼前。你一定会惊呼：这哪是寺庙
啊？分明是座石头山。仿佛有个巨人
用巨石累起的积木，每个隆起的顶端都

有个四面佛。远观恢宏壮美，四面佛的
表情又似乎不很真切，游人在巴戎寺上
像是蚂蚁在山上觅食。

穿过巨石门洞，顺着陡直的石阶爬
上巴戎寺。一面面巨型佛脸对过来，每
一面都低垂和顺的眼眉、坚挺宽阔的鼻
管、饱满的嘴唇，奇异地组合成了似笑
非笑的佛面——高棉的微笑。仔细端
详，这些佛面有的闭目忧郁，有的挑起
眉毛大喜，有的微扬嘴角浅笑，有的凝
神思索，安详中颇有几分神秘。

穿行在众佛塔间，无论身处任何角
落，都会发现有含笑的眼睛（无论睁开
否）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216个佛
面，有的佛面已残缺，微笑中夹杂了淡
淡的哀伤；有的佛面被风雨侵蚀斑驳，
诉说着往事如烟；有的佛头顶生出一株
小树，葱郁间令人遐想无限……

都说吴哥的微笑是“东方的蒙娜丽
莎”。但蒙娜丽莎的笑更多的是高贵者
的神秘，因此她只能藏在密室，吴哥的
笑却更多见于平民的坦然，也更多体现
万物自由、众生平等的意蕴……

忘情于巴肯山的落日

几千人如朝圣一样地涌向旷野中
的那座废墟，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
是巴肯山日落。

巴肯山不是很高，却很有它的神
韵，在穿越迂游葱郁的山林之后，巴肯
寺以其雄性的伟岸映现在人们的眼
前。那是一个由无数塔柱组成的神圣
宫殿，在原野的山丘上形成了一座破败
的城堡，让人在高仰之中去感受神山的
至高无上。

在吴哥王朝显郝的记忆中，晚建于
吴哥窟80年的巴肯山，是这个王城历
史上的第一座皇家寺院，它所供奉的是
被称之为湿婆的天神。在印度教的语
汇中，湿婆是昌盛的意思，同是它又可
理解为毁灭，因为它掌握着世界的轮
回，据说在巴肯山顶中间的神塔里，供
奉着湿婆的生殖器“林迦”，其间有着关
于湿婆死亡和再生的传奇故事。

攀上巴肯山，坐拥在天地茫然之
间，极目在平原上远眺，夕阳就如同一
个火球，在莽原中忘情的燃烧，将平
原、河流、雨林融和在自然的神韵里，
斜晖和暖的照在森林的高处，让视觉
的感受，在金黄和曙红中寻找着千姿
万态的变换，视野在湿婆的灵动中，享
受着红色的太阳渐渐地沉入在密林的
深处。

探访古墓丽影的踪迹

曾因《古墓丽影》的取景而名声大

噪的塔布笼寺，也是吴哥窟建筑群中最
具“废弃感”的一个建筑。

相比其他寺庙和宫殿都直接暴露
在强烈的阳光下，这里也许是吴哥窟最
凉快的地方，常年被森林覆盖，只有些
许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照射进来，留
下地面上的斑驳一片。

塔布笼寺最出名的地方在于，
这里残旧的建筑和周围高大的树木
是共存的，在过去的一千年里，整个
建筑被森林慢慢侵蚀，建筑和树根缠
绕在一起，许多树木直接生长在寺庙
的建筑上，根盘错地把整个寺庙包
裹起来，树和废墟是这个建筑群的
主题。成千上万的树根好像老人的
皱纹一样，写在塔布笼寺这位老者
的脸上。

和吴哥窟其他的建筑比起来，这
里的设计也不太一样，塔布笼寺很少
有两层以上的建筑，走廊异常狭窄阴
暗，再加上树根包裹，布满了青苔的
寺庙给人感觉神秘和残破，难怪《古
墓丽影》的导演要选择这里。吴哥
窟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完全清除这些
树根，反而有意地让寺庙保持着当
初被发现时候的样子，因为这样更
有味道，据说这里的样子基本上和
200 多年前法国探险家发现他们时
没有差别。

一场吴哥窟

“探秘之旅”吧

小贴士：

1、交通：吴哥窟的范围很大，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被遗弃的古
城，上百个庞大的建筑散布在柬埔
寨西北部的原始森林中，因此想逛
吴哥窟没有摩托车是不行的，摩托
车带司机，租金大约6美金一天。

2、去柬埔寨最好携带美元，

美元在柬埔寨是最通用的货币。

3、门票：吴哥窟的门票是按

照时间计算的，1天20美金，3天40
美金，7天60美金。如果要细细品
味吴哥窟，建议在这里呆至少3天。

4、在吴哥窟会遇到很多孩子

乞讨，出发前可以准备一些文具、小
食品（如糖果）送给他们。

5、进入寺庙等地，不可穿拖

鞋、短裤、短裙、无袖上衣等，鞋应以
轻便合脚、适宜行走为主，不宜穿新
买的鞋、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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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气候及穿着建议：
秋天的九寨沟气候十分宜人，

气温多在7℃～18℃，但昼夜温差
较大，建议白天可穿两件衣服甚至
单衣，但是夜晚就要穿毛衣甚至防
寒服。另外此时九寨沟进入雨季，
记得带好雨具。

美食：
九寨沟，由于物资多从外面运

入，所以吃的价格很贵，特色餐饮
主要有三部分。首先是以糍粑、酥
油茶、奶制品为主的藏族食品。其
次是以当地盛产的药用植物与家
禽烹制的药食一体的地方菜肴，如
虫草鸭、贝母鸡等。第三是利用山
区资源的山珍野味。

需要提醒游客的是：藏族风味
不一定适合您的口味，建议游客携
带一些方便食品以备不时之需。

i 游记

忘掉那些热门景区吧，美景无价，我们可以去
领略不要钱的风景。

1、沙溪古镇 云南
这里是曾经茶马古道上的繁华集市，一句在

马帮里流传的“惠水美，沙溪妹子更美”就道出了
马帮心中的沙溪。

地址：云南省大理市剑川县西南部
2、然乌湖 西藏
欣赏然乌湖美景的最佳季节在深秋，这时湖

水清澈碧蓝，湖畔山岳色彩斑斓。然乌镇傍湖而
居，公路傍湖而行，然乌湖是所有过往行人共享的
美景。

地址：西藏昌都地区八宿县西南角的然乌镇
3、果子沟 伊犁
果子沟沟内峰峦耸峙、峡谷回转、松桦繁茂、

果树丛生、野花竞放、飞瀑涌泉，被清人祁韵士称
为“奇绝仙境”。是一条北上赛里木湖、南下伊犁
河谷的著名峡谷孔道，312国道就在山谷中曲折
盘旋的延伸。

地址：新疆伊犁霍城县城东北的40公里处
4、嘉定竹刻博物馆 上海
是国内首家竹刻专题博物馆。嘉定竹刻具有

400多年悠久历史，深藏在小资小调氛围里的竹
刻精品，远离沪上的喧嚣，安安静静去欣赏一场竹
刻的完美艺术吧。

地址：嘉定区南大街321号嘉定花园别墅内
5、东沙镇 舟山
2200多年前秦始皇遣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

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正是寻到此处。如今的东沙仍
弥漫着浓郁古朴的渔家风土人情。

地址：浙江舟山岱山岛西北端
6、巩乃斯林场 新疆
巩乃斯河汹涌西流，远山含黛，奇峰突兀，花

草弥谷。雪山倒映在湖泊中，漫山遍野都是松树
和野花，林场有瀑布飞溅，泉水萦回，景色迷人。

地址：新疆和静-巴音布鲁克公路干线之侧
7、黎里古镇 苏州
这座离上海仅几十公里的古镇，古迹保存尚

好，仍是个鲜为人知的小镇。镇上鳞次栉比的宅
院遗存着明清风韵，全镇有弄堂99条，弄堂之多，
结构之奇，为古镇一大特色。古桥多，河岸美，堪
称“水乡明珠”。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南30公里
8、敬亭山 宣城
这是一处被人们誉为“千古诗歌之山”的好

地方。诗仙李白曾留下“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
山”的名句，而后历代文人亦纷纷挥毫泼墨“敬亭
山下浆声柔”。满目清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格
外灵秀，好一派风流不绝之趣。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区北郊

国内8个不用钱的
处女风景地

成都——都江堰——汶川——茂县——松潘——黄龙——九寨沟，全程约450公里，往返需6天。
这是成都到九寨沟最便捷的路线。沿途可游览都江堰水利工程、茂汶羌寨、叠溪海子、叠溪大地震遗址和松潘古

城；该线路穿行于岷江河谷、地震断裂带，沟壑纵横，山峦起伏，经多年修筑，道路平坦，安全便捷。

九寨沟自驾线路二：

即阿坝草原旅游线。从成都——都江堰——汶川——理县——米亚罗——红原——瓦切——黄龙寺——九寨
沟，全程约710公里，往返需6——7天。

制图/石梁均

九寨沟秋色

巴肯山的落日

层林尽染的九寨沟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