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辆车、5天行程，几家人约着一起出发，

目的地：云南罗平。

阿川提前做好了旅游攻略，看准了路线：

第一天，成都-曲靖（857公里）；第二天，曲靖

-罗平（123公里），住罗平，游览景点万景峰

油菜花美景、多依河风景区、鲁布革三峡、九

龙瀑布群；第三天，罗平-丘北（148公里），住

丘北，游览景点普者黑；第四天，丘北-曲靖

（271公里）， 住曲靖， 游览景点沾益海峰湿

地；第五天，曲靖-成都。

不过，阿川一行人在后半段并没有前往

沾益，而是临时改了路线，去了抚仙湖，“因

为大家不想走回头路，哈哈。”阿川说，一路

美景相随，很是舒服，孩子们也玩得很开心。

“云南的天气太给力了！” 阿川拍了好多照

片，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壮观的九龙瀑布群，

还有宁静质朴的普者黑……

阿川提醒

节假日自驾一定要打时间差，要么早点

走， 要么晚点走。“我们是大年三十就出发，

路上一点都不堵。后来看新闻，高速路从大

年初二、初三起就开始堵得不行了。”

大年初二下午，前期做好了准备的苏小妹

跟着小羊军团户外俱乐部从乌鲁木齐火车站

出发，踏上了去往喀纳斯的旅途。次日早上7点

半，火车到达北屯市，室外温度零下30℃，苏小

妹穿了六件御寒冬衣仍不觉得暖和。 吃了早

饭，换乘越野车，一路向西北驶去。才下过暴雪

的路面还堆着厚厚的积雪，车一不小心就会陷

进雪窝。铲雪、推车成了前往白哈巴村路上最

常见的事。花了11个小时，一行人才最终到达

中国西北第一村，中哈边界处的白哈巴村。

第二天一早， 还未醒来的白哈巴安静得

像幅水墨画。 村民住的木屋和圈养牲畜的栅

栏错落有致地散布在松林和桦林之中，安宁、

祥和。村里的所有建筑均由原木筑成，清一色

的尖顶木楞屋，尖顶既能防雨防雪，保证住房

的安全， 尖顶之间形成的通风尖阁还是储藏

饲料和风干肉品的好地方。

从白哈巴到喀纳斯的路程仅70公里，平

常2小时的车程，苏小妹等人走了整整10个小

时。行走在喀纳斯的冰湖上，如同置身于白色

的童话世界。从喀纳斯冰湖徒步走到住处，一

路美景尽收眼底。

禾木村， 这个藏在大山中的小村被称为

中国最美的村落之一， 苏小妹在牧归时分到

达这里。白桦树在白雪中闪耀着金色的光，小

河、木房、炊烟、桦树、马拉爬犁构成了冬天的

禾木。

禾木的日出是不容错过的景色，苏小妹

一行人摸黑起床，冒着小雪，坐着马拉爬犁

在雪原中奔向禾木最佳的观景平台，在零下

30多度的早晨静静等待太阳的初升。当天的

日出十分不同寻常，寒冷、小雪、冰晶使得太

阳周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日冕，如同彩虹一

般环绕着禾木村。即使是当地人，也在惊叹

当天日出的美，说从未在冬天见过这般美丽

的日出。

苏小妹说， 从白哈巴到喀纳斯， 再到禾

木，自然用简单的黑白颜色，清冷的空气勾勒

出了动与静的空灵水墨世界。

苏小妹提醒：

一定要准备雪套，防止雪进入鞋和裤子，

穿全防水的户外鞋。自驾需要组队进入，遇到

意外可以互相帮助，且最好是四驱越野车，其

他车可能会进不去。

从成都出发， 经磨憨口岸驶向老挝、

泰国金三角和清迈，10天时间够刺激吧！

1月29日， 一凡一行8辆车、22人的车

队浩浩荡荡启程了，成都、西昌、攀枝花、

昆明、玉溪、勐腊……“逛了盘老挝的菜

市，才知道什么是‘黑暗食材’，菜市里老

鼠、竹鼠、黄鼠狼敞开卖，真够奇葩。”车

队在老挝停留的时间很短， 之后入境泰

国。惯性意识里，东南亚给人的感觉就是

热、很热、非常热，其实那种认知是错误

的。一凡说，在老挝和泰国北部，早晚温差

很大，早晚气温在15℃~22℃之间，非常舒

适，中午时气温会达30度左右，但站在阴

凉下却仍然很凉快。

在泰国清莱，一凡终于见到了传说中

的白庙，“以前无数次看到白庙的照片，

而当我真正看到它时，还是惊呆了！怎么

可以这么美！”一凡感叹。清莱的白庙又

叫“龙昆寺”，是一间艺术庙，1998年才开

始兴建， 至今也没建完。“主殿里的壁画

堪称一绝，蜘蛛侠、火箭、功夫熊猫等都在

其中，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留心看看。”

当一凡漫步清迈小城，他又忍不住为所有

建筑的艺术之美叫好，那些飞檐、吊顶、悬

挂……都在讲着这座城市的过往，让人无

限遐想。

一凡提醒

出入泰国都要经过老挝，需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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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老挝签证；在老挝段，行车方式是左舵

靠右行驶，但泰国是右舵靠左行驶，不要

害怕，开一会儿就能适应。

这个春节去什么地方，金女士一点都

没有操心，“反正有人张罗， 交钱跟着走

就行。”至于好耍不好耍，那就要看运气

了。结果是———运气还不错！他们去的地

方是巽寮湾。“游客不多， 我觉得比三亚

舒服多了，非常适合一家老小。”

大年初二，金女士带着妈妈、孩子，呼

亲唤友总计12人来到了巽寮湾。“我们住

的酒店是五星级，有宽阔的海滩，每天早

晨起来，拉开窗帘就能看到大海，让人心

情舒畅。”吃完早餐来到海边，踏浪看海、

自由自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海，不

是吗？”那里的沙很细，光脚踩上去柔软

温和；坐在海边看潮水来去，真的可以忘

了时间。

回味整个旅程， 最难忘的是在三角

岛，那里静默如迷，有清澈的海水，自然形

成的海狗、海龟礁石，感觉好神奇！小朋友

们对大海的秘密充满兴趣，在海边不停地

捡贝壳玩。入夜，点起篝火的海边魅力依

旧，小朋友们还抓到了螃蟹！

金女士提醒

巽寮湾各种设施很好，只是目前吃东

西的地方略显少。租车进城很贵，要

800

元。

从清晨吹着海风迎日出，到傍晚金色

落日中的晚餐……代代的这个春节假期，

是属于邮轮上的悠长假期。 从新加坡登

船，在印度洋上航行，到兰卡威、吉隆坡靠

岸游玩，再回到新加坡。与以往的旅行不

同的是， 不再是去某个地方欣赏风景，而

是变成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1月29日，代代登上了“皇家加勒比

海洋水手号”。 春节序幕从晚餐时间开

始，邮轮专门提供了农历新年菜单，餐点

比平时更丰富精致。当开胃菜、汤及配菜、

主菜、甜点一一上完后，音乐在餐厅中响

起， 所有服务员很快聚集在中央的楼梯

上，跟着刘天王的《恭喜发财》一起高唱。

唱到一半时，一头火红的“狮子”窜了出

来，将气氛推向高潮。空中掉下的红气球

被大家踩得噼里啪啦，如声声爆竹。餐厅

的工作人员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于是听

到了35种语言的新年祝福。 到了晚上，皇

家大道上还特别安排了一场中国新年聚

会和倒计时。不仅有各种节目助兴，船长、

副船长等“神秘人物”也悉数出现，与游

客们共迎中国年。 皇家大道的天花板上，

早早就放置好了各色气球， 倒计时10秒，

马年来临， 数百个气球顷刻间从天而降

……笑声、歌声汇聚成欢乐的海洋。

代代提醒：

在船上，没有日程安排，可以悠闲地

吃早餐，在甲板散步，逛免税店，看表演

……这样的日子， 特别适合举家出游，轻

松、不累、选择多。

志明春节要值几天班，所以没能和亲

人计划一次远游，不过，在成都的近郊，他

同样收获了美景与欢乐，与鲜花来了一次

亲密接触。

“其实就是带着家人去了花舞人间

的郁金香节，真的很漂亮，值得一去。”志

明说，远有远的玩法，近有近的玩法，他非

常满意这次近郊的鲜花之旅：那里有百万

株郁金香缤纷绽放，数十个品种，老人和

孩子们快乐地

在花丛 中 穿

梭、拍照；除此

外， 还有比利

时风信子、荷

兰百合花，以

及全球独有的

杜鹃花瓶、杜

鹃花树、 镂空

杜鹃花柱……

“以前没有看

到过的 各 种

花，太多了，太

漂亮了， 一会

儿用手机拍，

一会儿用相机

拍， 忙得不亦

乐乎。” 好几

个朋友看到志

明在微信朋友圈发的照片， 也都欣然前

往。

志明提醒

到花舞人间赏花， 还能把春天带回

家。鲜花超市里应有尽有，孩子们可以用

压岁钱买一盆鲜花，家里也就有了春天的

气息。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图片均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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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春节去哪儿耍了？好耍哇？”放假

归来，同事之间问得最多的就是这类问

题。不少人发现，原以为到处都是人、到

处都堵车的情况，在一些幸运儿身边却

并未发生，他们乐呵呵地完成了自己的

旅行，收获了别样的美景、风情，以及实

实在在的欢乐愉悦！今天，我们找到了

几位这样的幸运儿， 他们的春节之旅，

有的是经过了精心计划，有的纯粹就是

意外之喜。得！一起来分享分享，努力从

中总结点经验吧。

谁说春节出游只能看人不能看景？

选对路 备好课 欢乐美景等你来

成都商报马年春节出游大追踪，教你跟着幸运儿学会轻松度假赏美景

A

天气好给力

看油菜花金灿灿

幸运儿：阿川

目的地：云南罗平

经验总结：自驾一定要打时间差

B

走进零下30℃

看白色童话世界

幸运儿：苏小妹：

目的地：喀纳斯

经验总结： 自驾需要组队进入，

且最好是四驱越野车

C

穿越老挝、泰国 其实没有想象的热

幸运儿：一凡

目的地：老挝、泰国

经验总结：出入泰国都要经老挝，需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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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老挝签证

D

看潮水来去 把时间忘在沙滩上

幸运儿：金女士

目的地：巽寮湾

经验总结：游客不多，比三亚舒服，非常适合一家老小

E

邮轮上的春节 35种语言送上新年祝福

幸运儿：代代

目的地：邮轮上的悠长假期

经验总结：特别适合举家出游，轻松、不累、选择多

F

不走远逛近郊 鲜花丛中欢乐多

幸运儿：志明

目的地：花舞人间

经验总结：花舞人间有鲜花超市，买一盆花带回家，家里也随之有了春

天的气息

花舞人间郁金香缤纷绽放

邮轮甲板上看日出

巽寮湾的海

清莱白庙

喀纳斯的雪

罗平油菜花

喀纳斯的白色童话世界

泰国清迈的寺庙

巽寮湾的海喀纳斯的雪

邮轮上过春节

罗平瀑布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