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逢佳节倍思亲。 独自在外求学的我趁着

十一假期回到了东北老家， 和几个朋友去了离

家比较近的查干湖玩。

从家里出发大概两个小时就能到查干湖，

北方的十月已是金秋， 这时的查干湖更是别有

一番滋味。查干湖蒙语叫“查干淖尔”，意思是

白色圣洁的湖。 早在宋、 辽时期就有对它的记

载，称之为“大水泊”“大渔泊”，北宋曾公亮主

编的《武经总要》记载：“大水泊周围三百里”。

风景区内的敖包山上建有一座气势磅礴的

藏式喇嘛庙———妙音寺，喇嘛庙对面，是宽阔的

庙会广场。按传统习俗，每年农历六月十四、十

五两天，会在这里举行麦德尔经会，举行大型化

装查码舞入胜。风景区的最高处，一座五层仿古

建筑———“放眼楼”巍然耸立。登上放眼楼，整

个旅游区的景观可尽收眼底。

查干湖出名的还有渔产业。 这里的鱼肉质

鲜美，富含蛋白质，营养价值非常高。如果冬天

来这里还能看到查干湖冬捕———一种古老的捕

鱼方式，《舌尖上的中国》曾在此取景，记录下

查干湖保留至今的传统渔获方式。 在品尝了美

味的胖头鱼之后，我们还吃到了蒙古族牛肉干，

马奶酒等，美食，美景，真是不虚此行。

湖面碧波万顷，如茵绿草水天一色，放眼望

去令人心旷神怡，胸襟豁达，此情此景此种惬意

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

最后再给家乡拉条广告： 希望五湖四海的

兄弟姐妹能来我的家乡游玩， 相信大家一定会

爱上这种纯净、原始的北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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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走边吃

吃喝玩乐 请跟我来

赢了本报“肾6”

的7个幸运儿

国庆到底

玩了啥？

总有些人会让你羡慕嫉妒恨。

对我来说，以下7位就绝对是。这不，国庆长

假，人家7个不仅看了风景，啖尽美食，还顺

手抽走了iPhone6。

成都商报手机客户端一连7天的抽奖活动，

很可能让他们成为成都首批国行版 i-

Phone6用户。

到底是哪些风水宝地成就了他们神乎其神

的好运气？ 大周末君今天就请来了这7个

“运气来登了”的iPhone6得主，交出各自

的黄金周游记，各位看官，赶紧拜读幸运儿

们的假期小作文吧。

国庆选择了省内游线路，考虑到国庆长假

期间路途上车辆较多，保险起见，我们选择了跟

团游。石棉至磨西镇有一段路面不算平整，如果

自驾,需集中注意力，不过途中的风景着实很美

丽。

抵达磨西镇，简单的安顿后，我们开始四处

溜达。磨西镇不算大，但住宿比较多.我们入住

的是海螺饭店，设施还可以，有24小时电热水器

供应，房间内有空调，有线网，前台大厅可以连

接无线网络。

住在磨西镇上比较方便的是有超市， 随处

可见烧烤店，烤兔烤鸡都是100元一只。还有牦牛

汤锅店和川菜馆子，炒的老腊肉很香。很多店家

都有牦牛酸奶卖，5元一杯，可以吃出牦牛味道，

不过一定要请店家多放糖。

磨西镇上有一条老街，里面有红军长征时

召开磨西会议的参观地，10元一个人。住在磨西

镇也可以去贡嘎神汤或农家小温泉泡泡，洗去

一身疲惫。

老街里有“仙果”卖，建议大家买来吃，因

为回来后百度发现，这种果实的营养价值挺高。

“仙果”是仙人掌结出的果实，剥皮后类似猕猴

桃，味道不一样。

次日，我们前往海螺沟游玩。海螺沟有4个

营地， 只有4号营地需要坐缆车上去， 往返150

元／人。因2号当日上午大雨，一行人穿上了厚

外套、雨衣等全副武装。海螺沟景区内有不少小

吃，如青稞饼，烤玉米等。

海螺沟游玩后，可以到燕子沟等周边景点

游玩，我们去的是木格措。木格措离海螺沟距离

稍远，路况不错时单边要3个小时左右，大假期

间耗时更久。木格措景区抵达后也有观光车直

接先送至景区最高景点处。3号的早晨还在下

雨，等中午抵达时天气变好，观光车外的风景已

让我啧啧称赞了。

坐观光车抵达木格措最高景点处时，天空

晴朗，阳光照射下美景如画，不由感叹，我们大

四川真的非常漂亮！不多说，看图！

其实基本不会选在大假出游。人多呗！

这次受朋友之托一起前往雅安。一来带他

们游览雅安风光，吃吃喝喝；二来也可以看看

在雅安的父母。

国庆当天10点半出发，天气尚好，心情也

不错。可是上了成雅高速就开始蜗速前行了，

那个速度简直不敢恭维。

堵到成佳，马上去吃著名的六合鱼。这里

环境古朴，人也不是很多，鱼摆摆也非常巴适！

还有原生态玉米馍馍，小朋友吃得很开心。

酒足饭饱之后继续赶路，已是下午两点过

了。快到名山的时候又堵了，干脆就拐到名山

去买点蒙顶山的茶。老板很热情，立马给我们

泡了几杯，出门在外，好感动。

稍作休息从318老路直接开到雅安， 算正

式开启了雅安的吃喝休闲之旅。

傍晚在河边一边欣赏优柔绵长的青衣江

景，一边品尝雅安特色烧烤、干锅，河风迎面，

好不惬意。虽然来的时候旅途艰辛，可是伴着

这样的景色，旁边孩子嬉戏，朋友把酒言欢，一

切舟车劳顿和长处城市的疲劳抱怨都随江水

远去。

去上里的路同样举步维艰。车队长龙已经

排到看不见的地方。堵了好久，眼见不能前行，

我们决定调头回城区。很明显，这个决定再正

确不过！

雅安城小， 城区的人力三轮车10多块钱

就会拉着你绕城一圈， 出租车起步价也才3

块。清晨，当你一觉起来，山间的负离子就扑

面而来， 天然氧吧绝对配得上雅安这座清新

秀丽的小城。

青衣江穿城而过，将雅安一分为二，几座

大山将雅安紧紧环抱，正是因为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气候，雅安也叫雨城，不夸张地说，365天

中有300天都在下雨吧。

我们停好车漫步河边，找到一家据说有着

历史的面馆。不得不说，雅安人民很实在，分量

不是一般的多！味道也不是一般的好！

整个大假我们都玩得很轻松，尽量避免去

人多的地方，哪里有好吃的就去哪里。印象最

深的就是这里清新的空气和诱人的美食。如果

你想感受小城慢生活，找个周末，带上你的家

人朋友去雅安吧！

这个国庆假期， 我和父母一起自驾出游，

享受着路上的美景， 同时也收获了一个好心

情。没有选择游人众多的热门景点，从遂宁经

重庆、阆中古城、华蓥山，一路走走看看，美好

的记忆不仅塞满了相机的储存卡，也留在了我

们一家三口的心里。

华蓥山位于四川省华蓥市境内， 不仅

是避暑胜地，还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红色旅游的经典景区。 年纪稍长一点的朋

友一定都熟悉华蓥山游击队的故事， 小说

《红岩》 中的经典形象———双枪老太婆也

是出自于此。

开车绕过盘山路，刚到华蓥山景区，一股

凉风立刻扑面而来，石刻塑像上刻着华蓥山三

个大字，也记载着属于她的美誉。进入景区，双

枪老太婆的巨大雕像很快吸引了我的眼球，赶

紧上前合影留念。

沿上山主游道拾阶而上，千奇百怪的石头

令人频频称奇，这些石头造型惟妙惟肖，让人

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印象最深的

要数“千年一吻”，两块石头就像两个恋人一

般，他们彼此依偎着，正在深情一吻。除了喀斯

特石林，华蓥山景区还有天坑、溶洞等自然景

观，景区内的天池更据说是四川省最大的天然

构造湖泊。

除了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景区内的双枪老

太婆打靶场、游击队瞭望台、游击队指挥部等

人文景观也很值得一看， 如果家里刚好有小

孩，不妨带孩子来一趟红色之旅，缅怀革命先

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旅行中， 总觉得还要有美食才够圆满。独

具广安特色的美食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烘

糕、油麻元、焦饼、牛皮豆干、坛子肉、怪味鸡块

……是不是光听名字就口水直流？如果在登山

途中已经饥肠辘辘，休息亭里的卤排骨绝对值

得一试，肉香、味美，一直是我大踏步前进的动

力，此外还有煮玉米、烤红薯等原生态的农家

美味。

国庆第一站选择了西昌， 最早的计划是去

九寨沟的，但因为怕被挤成肉夹馍，最后选择了

离成都较近的“月城”———西昌。

9月30号晚上的火车，1号上午就到了西昌。

吃过一碗西昌米粉后， 我和老公一人租上一辆

自行车，向邛海月亮湾进发。

上坡、下坎，走走停停，3个多小时后，我们

终于到了目的地———月亮湾。

月亮湾的弧形走廊像丝带自然地围绕着邛

海，给邛海增添了一种柔美的感觉，而弧形又恰

似一轮弯月，应了月亮湾的美名。

来西昌，怎能错过醉虾呢。小米椒，红辣椒

以及其他香料一起炮制的这道美食， 想来都会

流口水，垂涎欲滴应该就是形容的这种感觉吧。

第二天，我们向螺髻山进发。

螺髻山离市区并不近， 有当地的朋友开

车，旅途比我想象中轻松多了。

螺髻山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一路走过看到

很多大树的枯枝胡乱的躺在地上， 像是被冰雪

冻死形成的，又像是长期被水浸泡形成的，因为

事先没有查阅资料，只能乱猜了。

除了一路风景和独特的地貌之外， 应该属

黑龙潭最有特色了。黑龙滩是罕见的高山湖泊，

水很清澈，从高处看，黑龙潭被山环绕，感觉有

点像山的眼睛，黑亮黑亮的。虽然阳光明媚，但

黑龙潭却很冷，湖面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站在

湖边有寒风刺骨的感觉， 还好有朋友的外套帮

我御寒。

实在爬不动了， 终于看到块木牌———海拔

3650米，螺髻山，我来过了！

转眼，已来蓉整整两年。虽然研究生阶段课

业没有那么繁忙， 但青城山之旅总是错过了又

错过。

今年国庆，闺蜜小芳卡来蓉城“探亲”，我

作为东道主，自然是陪吃、陪喝、陪玩，全方位一

条龙服务。 博学的小芳卡对青城山的大名早有

耳闻，一到成都就给我说“青城山是一定要去

的，我想去看看还有木有青城派。”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们的青城山之旅是势

在必行了。

我们的青城山之旅选择了“清幽秀丽”的

后山为主要目的地。

进入后山，空气清新宜人。不一会儿工夫，

热闹繁华的泰安古镇映入眼帘， 小镇全是木结

构古式建筑，青堂瓦舍撑弓，高低错落有致，别

有一番味道。

街道两旁的商铺挂满了腊肉、腊肠，我们两

个北方“女汉子”流了一路哈喇子。老腊肉还是

其次， 真正征服小芳卡的是———青城山的猕猴

桃。 青城山特有的红心猕猴桃， 咬一口清新沁

脾，用小芳卡的话来说，就是“极致的味蕾诱

惑”。这也致使我们返程时，因为忘了带猕猴桃

回去，小芳卡一路碎碎念，懊悔得要死。

穿过古镇，沿景区道路拾阶而上，后山的自

然景观渐入眼帘， 飞瀑流泉不绝， 山峰层峦叠

嶂，青翠欲滴。地势平坦之处，泉水缓缓流淌，穿

石而过，身旁泉水清澈见底，抬头望去天光云影

一线，与自然融为一体。

回想起一路遇见的美景， 遥想小芳卡不日

即将返回江城，心中泛起一阵不舍之情，我忽然

回头问小芳卡：“我们再次相见，不会是在彼此

的婚礼上吧。”小芳卡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等

我明年考上博士了， 还来成都胡吃海喝……”

青城山，你很可能会让地球上多一个女博士。

为期半个月的美国之旅终于在今年国

庆实现啦！

为了避免转机的痛苦， 我们的第一站

是旧金山。来到旧金山，就不得不逛联合广

场，这里算是旧金山的市中心，周围名店鳞

次栉比， 美国老字号百货公司Macy's就在

联合广场一侧，正好遇见打折，赶紧淘货！

渔人码头也是来到旧金山不得不去的

景点，海边景色那叫一个绝。蓝天白云，天

空一点瑕疵都没有， 呼吸着让人觉得是过

滤后的空气，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渔人码头隔壁有一条专卖各种纪念品

的购物街很有特色，39号码头（Pier� 39）是

供海狮休息的地方， 海狮好可爱啊， 肥肥

的，发出的声音也超级萌萌哒。

走过39号码头来到餐饮一条街， 各式

海鲜应有尽有，品质很好，螃蟹都好大一只

啊，隆重推荐这里的酸面包，非常好吃。

旧金山有全美最大的唐人街， 这里

据说住着8万华人，走在唐人街，更多的

感觉像是到了香港的某条街道， 各种百

货、餐厅、超市全都是中文的，说实话挺

穿越的。

九曲花街也值得一看，九九八十一

弯的街道周围围绕着各种鲜艳的植物，

只不过对司机的驾驶技术就有很高的

要求啦。

旧金山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缆车（Cable�

Car）。伴着叮叮当当的声音，缆车在市区

穿梭，路线全部是各个景点，还可以站在缆

车的两旁，真是另一道风景线。

在旧金山停留了4天，我们赶紧奔赴下

一站———洛杉矶。这里需要吐槽，美国国内

的航班竟然还不含行李费用， 都要单独支

付，真是坑爹啊，心不甘情不愿地付了好几

十刀行李托运费。 不过一个小时左右行程

的飞机配餐倒是十分丰富， 和国内简直是

天壤之别。

洛杉矶的几天里我们没有计划太多旅

游景点，虽然也有很多值得一去的地方，如

环球影视城、 好莱坞星光大道、 比佛里山

庄、罗迪欧大道等，据说都是很容易偶遇到

好莱坞明星的地方。

我们住在当地华人区， 希望感受原

汁原味的当地生活， 不过最强烈的感受

就是俺们中国人实在太强大啦！ 真是人

多力量大， 各类超市商场小区里全都是

俺们的乡亲啊， 逛华人超市竟然看到有

卖白家方便粉丝啊，果断来几包，犒劳我

思乡情切的胃。

洛杉矶是全美第二大城市。 所以建议

计划出游很多地方的亲们一定选择租车自

驾游，不然困在原地就不好玩啦！

初次踏入美利坚的感受零零散散，

可是依然让人流连。这里的人文、风景、

还有美食， 都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

方，半个月的旅程也真是让我见识不少，

还未归程， 我便筹划着下次要上美国东

部再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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