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溪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搭乘了国泰航空
刚刚开通的香港直飞斯里兰卡首都科伦
坡的航班，在我们的印象中，斯里兰卡是
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

真正踏上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国度时，
才知道原来她可以算是我们的“近
邻”——搭乘港龙航空下午四点多海口直
飞香港的飞机，在香港机场仅需要3个多
小时的停留，晚上8点10分就可以从香
港直飞科伦坡。5个多小时的航程加之
科坡伦比我们晚两个半小时，所以到达科
伦坡时，其实是当地时间晚上11点多，一
切都刚刚好。

利用飞机上的几个小时一看资料才
发现，斯里兰卡与中国有着太多的联系
——先是那条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科伦
坡早在被西方殖民者们发现时已经是这
条丝路上重要的贸易口岸；再就是这里誉
满全球的香料，其中就有不少传入到海南
岛落地生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
刚独立的斯里兰卡是继苏联之后，第二个
在国际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如今，这里处处可见中国公司的身影，高
速公路、电视塔等都由中资公司修建，当
地人对中国人极为热情和友善。

这个美丽的岛国被誉为“印度洋上的
眼泪”，再往西走600多公里，其实就是中
国人最熟悉不过的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而
她的邻居就是印度。这个拥有美丽海滩、

千年古城、荷兰城堡以及享誉世界的锡兰
红茶、蓝宝石以及各种丰富热带动植物的
国家，虽然曾经遭受殖民、内乱的影响，如
今莲花依旧盛开。

或许是因为我们也是来自海岛的缘
故，6天5晚的斯里兰卡之旅被设计为一
条文化主题之旅，而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岛
国上，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居然达到8
个！

从首都科伦坡出发，参观宾纳瓦拉大
象孤儿院几乎是所有游客的必经行程。
这个建于1975年的大象孤儿院建设的初
衷更倾向于旅游业，但这里很快就成为一
个保护及教育中心。这里的大象自由生
活在丛林中，成群的大象做出的各种萌态
吸引着游客不停拍照。在这里还可以看
象宝宝喝奶，也可以看它们在河里洗澡。

狮子岩也是一个经典景点。这个建
于5世纪的西格利亚石头堡垒已经被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矗立在丛林中的狮子
岩有着不一般的美丽，面积为70公倾的
石头建成的城镇是这个王国最后的壁
垒。在这里还可以欣赏到西格利亚“天使
版少女壁画”，这些壁画用泥土色素画在
石膏上，是斯里兰卡独有的珍宝。

丹布拉石窟寺是当地最著名的石窟
寺，也是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有着
2000多年历史的石窟寺内有五座洞庙，
佛像150尊，2100平方米的壁画染料是
天然树汁和矿物，至今依然色彩艳丽。乘
车再往里走到达末代王朝的首都康堤，这

里是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至今仍保留着
当地许多优秀的民间传统和习俗。建于
康堤湖畔的佛牙寺是著名佛教圣地，以供
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是佛教信徒
朝拜圣地，也是游客的必去景点之一。

加勒古堡是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
座建于16世纪位于西地海滨的古堡，面
向广阔印度洋，先后被葡萄牙、荷兰和英
国掌握，充满异国风情，徜徉在仿若荷兰
小镇的巷陌，随处可见花草艳丽的张扬院
落。这里尽管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但并
没有成为一处专门的景点，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依然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据说这里
也是当地房价最贵的地方。

来到斯里兰卡，当然要买享誉世界的
锡兰红茶，红茶品质极好，因为当地物价
的原因，价格也比较亲民，是中国游客购
买最多的地方特产。而宝石尽管同样享
誉世界，价格就很是不菲了，除非有备而
来，一般的游客大多还是欣赏为主，实在
喜欢，也不过是买一些100美元左右的普
通宝石权当纪念。

这样美丽的海岛，去一次当然是不够
的。这次文化之旅虽然一路欣赏了众多
世界文化遗产，但出海观鲸、坐火车穿越
丛林这两项被誉为最不可或缺的旅游项
目，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感受。

有业界同仁谋划着，再将600公里之
外的马尔代夫打包进来，在海南市场推出
一个观光+休闲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之
旅，费用大概万元左右，在朋友圈一说，居
然跃跃欲试者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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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岛国帕劳的生态环境太好了！海水
蓝得让人震撼，终身难忘。”日前，从帕劳
度假归来的海口市民何小姐如此感叹。

据悉，位于西太平洋，关岛以南700英
里处的帕劳，属加罗林群岛，是太平洋进
入东南亚的门户之一，热带气候，陆地面
积493平方公里。这是一个由无数岛礁构
成的岛国，热带雨林覆盖大多数的岛屿，
有黑檀木、孟加拉榕树、面包树、椰子树、
露兜树等多种热带植物，这些热带雨林形
成绿意盎然的树海。

帕劳的传说

何小姐说，关于帕劳，当地有一个传
说，称帕劳是由一个很贪吃的男孩尤伯的
身体变来的。他吃光了所有的能吃的东
西，弄得镇上闹起了饥荒，因此大家决定
除掉尤伯。大家在尤伯四周点上火，火势
蔓延到尤伯身上时，他躺倒在地上拼命挣
扎起来。于是他的脚变成了贝里琉岛和
安佳岛，他的双腿变成了科罗岛，而他硕
大的身躯就成了大岛。这个怪异的传说，
不知最初是不是当地人用来吓唬小孩子，
告诫他们不要太贪吃时想出来的。但是，
岛上的物产只有椰子、甘蔗、菠萝、番薯之
类，粮食和生活用品都靠进口，因此，岛民
对饥饿的恐惧倒也不无道理。

七彩海水

那么，去帕劳旅游，可以看什么玩什
么呢？首先，一定要关注帕劳海底形形色
色的生物，场面壮观。据说，帕劳有超过
1500种的多样鱼类、700种的珊瑚和海
葵，另外，值得一看的景观还有巨型蛤蜊、
海龟、蝠等。

如果你向往真正纯净的海水，那么帕
劳便是不得不去。帕劳的洛克群岛是太
平洋最纯净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它的海
水共有7种不同的颜色，让每一个见过它
的游客都赞叹不已。究其原因，是由于帕
劳的海水清澈无污染且其海底景观造型
奇特，一会儿是黑黑的礁石，一会儿是斑
斓的软硬珊瑚，抑或是细细沙砾，还有远
古时代沉积的火山灰，这一切都被清澄的
海水毫无保留地映上了海面，于是就有了
这养眼的色彩。据说，很多广告公司都曾
选择到帕劳拍广告片：渐行渐近的镜头下，
长滩那绝美的气势扑面而来，蔚蓝色的宽
阔洋面上，两个孤独的绿色小岛间，一条优
美的彩虹状月白色弧线划过。午后赤道上
强烈的阳光，使沙白得耀眼，令人不敢正
视。而大海则敞开深邃的胸怀，蓝得透彻、
干净。

无毒水母湖

在帕劳，非常具有特色的景点还有水
母湖。在数万年前，水母湖曾是海的一部
分，由于地壳运动，周围的海床升高，逐渐
将它与外海隔绝，形成了一个看似普通的
内陆咸水湖。其不普通在于，湖中大多数
海洋生物都随着养分的消耗而消亡，只剩

下了一种低等的、靠少量微生物就可以生
存的海洋生物——水母。由于天敌们的消
失，这些水母“遗失”了祖先用以防卫自身
的武器——身体内的毒素。这样，帕劳水
母湖拥有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毒水母。

无毒水母为食草性，主要是靠海藻分
泌的营养素为生，因此水母散发着淡淡的
橘色光茫，湖中亦有大群的银面鱼及透明
的月亮水母，全都是温和无毒的。

在这里，游客不必像在别处大海中看
到水母时要转身逃跑，以免被蜇伤，反而可
以抱着它们照相、嬉戏。

此外，牛奶湖也是帕劳颇具特色的旅
游胜地之一，它其实不是淡水湖，只是一个
众小岛之间的小小海域，只是由于地形的
关系，看起来像座湖。在古代，这里是火山
活动频繁的区域，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沉
积湖底，长年累月，形成厚厚一层的火山

泥。由于帕劳的海水透明度极高，湖底沉
淀的火山泥使海水蓝绿色中带点乳白色，
加上湖底绵白的火山泥很像牛奶，所以被
称为牛奶湖。

帕劳出产的水果有椰子、芭蕉、西瓜、
木瓜等。椰子树通常在道路旁就可看到，
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在贩卖椰子，因为当
地人认为想吃就去摘，不需要用买的。帕
劳的芭蕉非常香甜可口，比较特别的吃法

是用油炸。
据悉，帕劳全国共有3个机场，分别位

于主岛、贝里琉和安加尔岛上。帕劳国际机
场为唯一的国际机场，位于主岛南部，埃拉
伊州境内。何小姐介绍，帕劳虽未与中国建
交，但帕劳是落地签证，因此不用担心签证
问题，有护照即可，转机国，不出机场也不需
要签证，“很多人喜欢从香港转机，可以带着
港澳通行证，顺便在香港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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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小提示

1.中国大陆没有直飞帕劳的航班，一般可从马尼拉、首尔、香港、台北等城市取道，再转飞帕劳；
2.帕劳是旅游国家，实行宽松的“落地签”政策，因此不用担心签证问题；
3.帕劳的各大酒店电压均与中国不同，为110伏，插头也一样，因此，如自费前往请备好转换插头；
4.帕劳对旅客随身带的药物检查得非常仔细，如果一定要带药，请携带包装印刷上有明确英文说

明的药物，否则会在海关被没收；
5.帕劳的旅游开发已经很发达，因此外来人口也复杂，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女孩子夜晚最好还
是呆在酒店里比较安全，不要独自外出。

斯里兰卡
莲花依旧盛开

■ 本报记者 侯赛

泡汤、赏红叶、吃日本料理，想想小心
脏都激动起来了是不是？此时的日本，枫
叶正璨红一片，为了不辜负这大好的景
色，趁着出国旅游淡季降价的机会，何不
走出国门，到日本走走。以美景、美食、美
汤的名义，开始一段浪漫的旅程。

泡汤正当时：
千叶县木更津市龙宫城

到日本，可不能放过泡汤的乐趣。频
繁的地壳运动造就了日本星罗棋布的温
泉，从海上小岛到山中秘境，处处都有可
养颜、健身的泡汤或各式观赏性温泉。对
日本人来说，泡汤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
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选一处视野
绝佳的地方，泡泡汤、赏赏自然美景，就这
么慢悠悠的，让美汤浸润身体的每一寸。

在日本，温泉是有星级的，五星级温
泉酒店的数量也不少。龙宫城三日月海
景温泉酒店，它位于千叶县木更津市的金
田海岸，紧临东京湾。作为日本最大的温
泉酒店，100多种的温泉足见其规模了。
除了温泉的传统医疗保健和美容养颜功
效，最大的卖点是那唯一的黄金桶——
1.2亿日币打造，仅供1人专泡。能够在黄
金桶里悠哉泡汤，那也算是沾运气、讨口
彩了。晚饭后，泡在热腾腾的温泉之中，

尽享泡汤之美，体会日式假期的精髓所
在。站在酒店外的大露台上，富士山风光
就这么扑面而来，空气的新鲜纯粹、秋景
的绚丽多姿、有些慵懒的舒适，再精妙的
言语也表达不出此时的醉意了。

小贴士：日本各处都有温泉酒店，有
时在一地住宿还能有许多便利。因为相
邻的几家温泉酒店之间有走道相连，各馆
的温泉设施是彼此公用的。如果你愿意，
还可以一家一家挨着泡下去。

赏枫正当时：
富士山看漫山红遍

日本的深秋初冬煞是迷人，漫山遍野
放眼望去，大片的红、大片的黄，都是纯粹
的色彩。而这时的主角就非枫叶莫属
了。枫叶主要是大红叶及山红叶，但更多
的色彩来自空松、白桦林及黄色丸叶枫、
羽扇枫等。越往南边走，伊吕波枫越占优
势，带来的是不同色层的红，日照多的地
方红得最热辣。

位于富士山麓的御殿场，给了你不得
不选的理由：游赏平和公园、近距离眺望
富士山、再疯狂血拼，日本的精髓一览无
余。到平和公园的最大看点在于园内的
佛舍利塔，雪白的塔身内有金身佛像，还
有各国赠送的吉祥物。园内异常安静，就
是普通公园的景致，不过这里的植物修剪

得圆润可爱，倒也形成一种风格。
如果天气晴朗，你在开往富士山五合

目的沿途就能欣赏到成片的枫林，立体的
红色包围着你；当然平和公园和热田神宫
内也是红枫点点，细看去与绿色相间，一
丛丛煞是养眼。

小贴士：日本的枫叶不是在同一时间
一起泛红的，平均每年的 10 月上旬从最
北的北海道开始一路向南，一直到 11 月
底的九州为止。出行前找一找红叶前线
的平均值作参考，掌握了红叶移动速度及
最佳游览季节，就不会与满眼的枫红失之
交臂了。

去日本泡汤赏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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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大象孤儿院的大象。陈溪 摄

斯里兰卡狮子岩。 陈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