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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当海南的人们还未来得及感受到冬天
的寒冷，春天就已经在迈近了。对于想要感
受更加绚丽春天的人们来说，云南是个不错
的选择。温暖的阳光、竞相绽放的鲜花和轻
歌曼舞的红嘴鸥，这一切都让云南的春天有
了更加妖娆的理由。赶紧整理行装，这个早
春，到云南赏花观鸥去！

赏花：欣赏花团锦簇美丽画卷

每年春天，一簇簇怒放的鲜花让昆明成
为名副其实的“春城”。这些鲜花或清丽，或
娇艳，将昆明装扮得花团锦簇，绚丽得花了
游人的双眼。

说起昆明赏花，圆通山是最为著名的赏
花之地。圆通山的樱花，是昆明人的最爱。
每当阳春3月，北面上下三块樱花区内，数千
株云南樱花、日本樱花和垂丝海棠竞相开
放，红白交映、灿若霞海，甚是赏心悦目。

昆明圆通山的樱花树有一抱粗，上千棵
正宗日本樱花树和海棠构成一片上万平方米
的花海，花开时分蔚为壮观。据介绍，樱花栽
于上世纪50年代，树种为日本移植，是国内
长势最好、形态最美的一片樱花树林。昆明
樱花呈粉红，红中带粉的花朵犹如万只蝴蝶
紧紧相拥，含情脉脉地停在空中，傲立风中的
花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令人如入仙境。

除了樱花，盛开的郁金香也是昆明春天
里不可错过的风景。二三月份的昆明，气候
已经十分暖和，长期温润的空气，使得这里
成为郁金香的最佳居所。每年的这个时节，
游人们若到访昆明大观园，便可一次性观赏
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郁金香。鲜红色、嫩黄
色、紫白色的花朵……大观公园内8万株各
色郁金香营造出满园春色的氛围，可让游客

置身于五彩缤纷的郁金香花海之中。

观鸥：与可爱精灵亲密接触

每年11月数以万计的红嘴鸥飞到昆明
越冬，次年3月才会离开。如今，这些红嘴鸥
已经成为昆明旅游的一道靓丽风景。

据说，1985年，从西伯利亚而来的一股
寒冷气流就对南迁过冬的红嘴鸥紧追不舍，
红嘴鸥们只好改变祖先确定的南迁路线，飞
上了云南高原。先是有少量的红嘴鸥试探
性地飞到昆明避寒，由于春城市民对红嘴鸥
十分关爱，再加上昆明温暖适宜的气候，使
得红嘴鸥随后大量地涌入昆明。

红嘴鸥的光临，给沉闷的都市生活带来
了大自然清新的气氛，或观鸥、或喂鸥、或画
鸥、或摄鸥，上万只的远方客人——红嘴鸥
给春城市民和来昆旅游的海内外客人带来
了无穷的乐趣。于是，红嘴鸥这一来，就是
将近30年。如今，这些可爱的生灵可为昆
明引来了众多的游客。

在昆明，有好几个观赏红嘴鸥的好地
方。其中翠湖公园就是一个最为理想的地
方。这个被称为昆明市最美丽的免费公园，
每年冬天都会因为红嘴鸥的到来而变得热
闹非凡。

而在位于滇池边的海埂大坝，有湿地，
有红嘴鸥，还可以远眺西山睡美人。同样位
于滇池边上的海埂公园，不但可以乘船眺望
西山，还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海鸥，也是很
好的观鸥地。

大观楼也是昆明一个著名的景点。乾
隆年间，孙髯翁为其撰写长联，由名士陆树
堂书写刊刻，大观楼因长联而成中国名楼。
来大观楼不仅可以观鸥，还可以看花、划船，
公园内有各种游乐设施，摩天轮、旋转木马、
碰碰车等，很适合一家老小前来游玩。

早春，
到昆明赏花
观鸥去 ■ 本报记者 罗 霞

生长在海南的人，常年与阳光、绿树
等相伴，对于北国的雪，不少人心生神秘
感，期待着亲身走进那片银装素裹的世
界。又是一年冬季到，想出岛赏雪的人，
可别错过国内外这些冰雪旅游胜地。

亚洲：黑龙江双峰林场
日本北海道

素有“中国雪乡”之称的双峰林场，
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大海林林业局境
内、张广才岭中段，距离牡丹江170公
里，距离哈尔滨280公里。这里雪期长、
降雪频繁，有“天无三日晴之说”，从每年
的10月至次年5月积雪连绵，年平均积
雪厚度达2米，雪量堪称中国之最，且雪
质好，粘度高。皑皑白雪在风力作用下
随物具形，千姿百态，吸引了无数游人、
国内外摄影记者和电视剧组来此创作，
《闯关东》、《大约在冬季》、《林海雪原》均
在此取景拍摄。

冬季的日本北海道，流冰、雪山、温

泉，还有规模盛大的雪祭，吸引着世界各
地千千万万人涌向这里。札幌的“雪祭”
是日本大小雪祭中最盛大的，于每年2
月举行。届时，无数个灯饰将夜晚的大
通公园照耀得缤纷多彩，两道光带形成
了巨大的十字架，再加上象征札幌市花
——谷中百合的美景，让人迷醉在流光
溢彩的札幌之夜。

札幌是北海道的首府。冬季来到札
幌，融入这个城市的最好方式就是去享
受美食、温泉和冰雪。札幌拥有令人惊
叹的滑雪场、雪雕，其一年一度的雪节可
堪称日本最大的冰雪节日。

北美洲：加拿大渥太华
美国阿拉斯加

在加拿大，冬日的渥太华是天然的
滑冰场。不管是想找个地方练习冰上技
巧，还是只是想感受一下滑冰时零摄氏
度的寒风拂过面颊的感觉，渥太华的里
多运河溜冰场绝对是上佳之选。每年2
月，渥太华都会举办世界闻名的冰雪嘉
年华，包括具有巨形冰雕冰雪王国以及

“水晶花园”，期间还会举办露天音乐会
以及冰雕比赛等。

魁北克拥有北美地区唯一的冰川酒
店——Hotel de Glace。每年冬季当
地都会耗时一个半月的时间，在魁北克
市旁边用3万吨雪和500吨冰来搭建这
座酒店。虽然酒店和所有的家具（包括
床）是由冰建造的，但是他们会提供室内
热水浴室和露天温泉浴池以及舒适的床
垫和睡袋。此外，Hotel de Glace还有
一个婚礼教堂，被评为世界上“十大梦幻
的婚礼地点”之一。

在美国，直升机滑雪是阿拉斯加最
盛行的极限运动。另外，美国加州太浩
湖是一个两座山脉间断层移动陷落所造
成的大湖，有多座山头围绕湖边，因此在
冬天是绝佳的滑雪场，临近的Squaw
Village曾是冬季奥运举办的场地。

欧洲：芬兰拉普兰
挪威奥斯陆

去芬兰，最吸引人的游览地便是拉
普兰。拉普兰在芬兰北部，每年10月便

进入冬季，一直要到来年的 5 月才开
春。在长达8个月的冬季里，飘飘洒洒
的大雪，把大地变成一个冰清玉洁童话
般的世界。拉普兰人说，此地是圣诞老
人的诞生地。在北极线穿越而过的圣
诞老人村，游人可顺着他的足迹走门串
户，走累了到圣诞老人家去歇歇脚，还
可以与他交谈或合个影。拉普兰出驯
鹿，鹿皮、鹿角，都是绝对的上等品。在
拉普兰不参加雪地运动，可是最大的损
失，这里有一流的滑雪场，可真正体验
时尚滑雪的乐趣。雪地运动不光只是滑
雪，还可坐雪橇让驯鹿或雪地狗拉着一
路欢跑。

冰岛、丹麦、挪威等地也是开展冰
雪旅游的胜地。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只
需乘坐地铁 15 分钟就可找到冬季仙
境。离奥斯陆中心Karl Johan街几公
里的地方就可穿上雪具，穿梭在布满雪
的树林里。这里有2600公里完善的越
野滑雪道，其中90公里有照明设施。在
奥斯陆早晚都可享受在几公里长的平
底撬道上高速滑行，体验风在耳边疾驶
的刺激。

冬天，到冰雪胜地撒个野！

古罗马时期的辉煌历史、文艺复兴
时期的灿烂杰作、充满圆舞曲曼妙旋律
的中世纪小城……意大利是一个有着
丰富元素的国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开
启一段“色香味”俱全的浪漫之旅。

在未到过罗马之前，奥黛丽赫本那
部经典之作《罗马假日》总是不断搅起
很多人心中对罗马的向往。而当你真
正到了罗马，会发现这里果真如电影般
精彩。

西班牙广场是电影《罗马假日》的
拍摄地，其以登上教堂的西班牙阶梯而
闻名。来到这里，在台阶上坐下来，悠
闲地晒晒太阳，望着往来的人们发发
呆，应该是很多文青钟意的方式。由于
附近艺术家云集，通往波波洛广场的
Babuino街也被誉为罗马艺术家气息
最浓厚的街道。

如果想要追忆古罗马的辉煌，那么
还有古罗马广场供人们瞻仰。这里是
古罗马时代的市中心，迄今保存着如提
图斯凯旋门、塞维鲁凯旋门等许多古罗
马时代的重要建筑。

水城威尼斯是很多游人到访意大
利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在威尼斯，一定
要乘坐威尼斯尖舟贡多拉游览水城。

由于是水城，所以各式各样的桥梁
也是这座城市十分重要的建筑。叹息
桥是威尼斯最著名的桥梁之一。当过
桥人经过这座外观十分奇特的桥时，会
被完全的封闭在桥梁里。雷雅托桥也
是威尼斯的名桥，曾经历过多次改建。
现在的雷雅托桥被两大排店铺分为3
条走道，来到威尼斯的游客都会逛逛这
里，并被密集摆放在一起的面具、琉璃
饰品、首饰和手表等各种物品所吸引。

美食攻略：意大利民族是一个美食
家的民族，他们在饮食方面有着悠久历
史。意大利菜系非常丰富，菜品成千上
万，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比萨饼和意大
利粉，它的海鲜和甜品都闻名遐迩。精
美可口的面食、奶酪、火腿和葡萄酒成
为世界各国美食家向往的天堂。

到欧洲去过春节

开启一场文艺和美食之旅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吃年夜饭、放鞭炮、看春晚、逛庙会……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每年的春节几乎都
遵循着一整套不变的习俗和程序。也许今年，你可以和家人换一种春节的过法。在有
着美轮美奂人文艺术和历史积淀的欧洲，是春节出行不错的选择。今年，就拎着行李
箱，到与中国有着截然不同文化的欧洲，来一场文艺和美食之旅吧。

在卢浮宫感受文艺魅力，登上埃菲
尔铁塔远看塞纳河，在香榭丽舍大街漫
步……只有亲临法国，人们才能真正将
自己对法国抱有的所有浪漫幻想变为
现实。

巴黎，这个几乎成为时尚和浪漫代
言词的城市，是每个游人到达法国绝对
不会错过的地方。

几乎从19世纪末开始，埃菲尔铁
塔就成为了巴黎乃至法国的象征。屹
立于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每一层都
设有酒吧和饭馆，你可以在此小憩，欣
赏独具风采的巴黎市区全景。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最伟大的艺术
宝库之一，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卢浮宫十
分值得一去。卢浮宫也是法国历史上
最悠久的王宫。藏品中有被誉为世界
三宝的《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
和《胜利女神》石雕，更有大量希腊、罗
马、埃及及东方的古董，还有法国、意大
利的远古遗物。

来法国，香榭丽舍大街自然是不能
错过的。这是巴黎城一条著名的大
街。由于拥有众多奢侈品牌店，这里也
成为众多女性最喜爱的时尚之地。

作为巴黎之河，塞纳河与巴黎是不
可分割的。它像一条玉带，静静地流过
巴黎市区。除了那些著名的景点外，在
塞纳河边散步、乘坐塞纳游船、在左岸
的咖啡厅享受慢时光，或是在河边的书
摊逗留都能让你的巴黎之旅更加丰满。

在宫殿古堡体验皇室奢华气氛、在大
英博物馆遍览稀世珍宝、在剑桥寻找徐志
摩诗中的康桥……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
国度，同时又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
国家，英国能够给人们呈现出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伦敦是欧洲最大和最具国际特色的
城市。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一样，伦敦的
大本钟也是伦敦乃至英国的标志性建
筑。和大本钟合影留念，才算是到达伦敦
的最好证明。

对于爱好历史的人们来说，大英博
物馆必定能够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这
所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
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世
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图书珍品，藏品之
丰富、种类之繁多，也为全世界博物馆所
罕见。

尖顶的教堂、狭长蜿蜒的石板路、古
老的山顶城堡……在爱丁堡，一切都还保
留着几百年前的模样，仿佛时间从未从这
里流逝过一样。漫步在爱丁堡，你就如走

入了一张又一张的黑白照片当中。
皇家英里大道是爱丁堡老城的中心

大道，这条大街上，用圆石铺成的地面早
被磨得发亮，大道边的建筑古朴雄壮，充
满历史气息。每天下午都有身着苏格兰
裙的街头艺人吹奏风笛，让空气中都流淌
着浓郁的苏格兰风情。

几乎从爱丁堡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望
见屹立于城市中心一座死火山顶上的爱
丁堡城堡。这座城堡是英国最古老的城
堡之一，是苏格兰民族历史的核心。

如果你是徐志摩的粉丝，那么位于
英格兰剑桥镇的剑桥大学是一定要去
的。剑桥大学是英国也是全世界最顶
尖的大学之一，英国许多著名的科学
家、作家、政治家都来自于这所大学。
剑桥大学的许多地方保留着中世纪以
来的风貌，到处可见几百年来不断按原
样精心维修的古城建筑，许多校舍的门
廊、墙壁上仍然装饰着古朴庄严的塑像
和印章，高大的染色玻璃窗像一幅幅瑰
丽的画面。

感受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法国
欣赏浪漫国度的
风情万种

英国

意大利
追寻电影般
精彩的旅行体验

美食攻略：法国美食位列世界三
大美食之中，名菜数不胜数，对饮食艺
术追求极高。每一道菜都有它独特的
烹调方法，使用新鲜的季节性材料，再
加上厨师个人的独特的调理，便可塑
造独一无二的艺术佳肴，必能令你垂
涎三尺。法国人对酒也很重视，用红
酒、白酒、香槟等来配合不同的菜式，
对于酒在餐饮上的搭配使用非常讲
究。法国的奶酪也非常有名，种类繁
多。通常食用奶酪时会附带面包、干
果、葡萄等。

红嘴鸥是昆明的一道风景

埃菲尔铁塔 威尼斯水城

伦敦泰晤士河畔的大本钟。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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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攻略：英国
人一般较喜爱的烹饪
方式有：烩、烧烤、煎
和 油 炸 。 他 们 对 肉
类、海鲜、野味的烹调
均有独到的方式。他
们对牛肉类又有特别
的偏好，如烧烤牛肉，
在食用时不仅附上时
令的蔬菜、烤土豆，还
会在牛排上加上少许
的芥茉酱；在佐料的
使用上则喜好奶油及
酒类；在香料上则喜
好肉寇、肉桂等新鲜
香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