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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咸宁
○刘艳

我喜欢蓝色胜过其他，因为忧郁？
因为海，因为天，因为你晴朗时候的样子。

你说，你不爱黑夜，
可是，你却不知道
黑夜到来时的你多美。

我走过山的时候，山不说话；
我路过海的时候，海不说话；
我遇见你的时候，你不说话。
但我知道，只需一眼，便是一生。

一座孤城，住着一个旧人
系上红绳，翻开下一年轮
一句情深，只为一次永恒
此生枯等，注定一世孤身

翻开书本，过去的时光
跋山涉水重返心间，
以为早就遗忘的明天，
清晰的就在眼前

我手拂过野草
采摘下那株不知名的花
走上那条最熟悉的路

境外旅行时，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和宗
教礼仪，也是游客“守规矩”的一项重要内
容。

据泰国《世界日报》报道，泰国白庙主人
察霖猜表示，部分西方游客在与寺庙椅子上
的钢铁侠合影时，喜欢搂抱、亲吻钢铁侠，导
致其严重受损；一些游客甚至用脚指着佛堂
雕塑让朋友观看，这种行为在佛教场所中是

被禁止的。
尊重宗教礼仪，成为出境游客的一门

“必修课”。在斯里兰卡，多位游客曾因拍
摄狮子岩壁画而被处罚。中国驻斯里兰
卡大使馆提示，当地有关文物禁止拍照，
游客应注意摄影限制规定。参观寺庙须
穿着得体并脱鞋，在寺庙照相一般须得到许
可。

从今年2月16日起，素有“欧洲后花园”
美誉的突尼斯对入境中国游客实行免签。
政策利好加持，赴突热潮可期，中国游客行
前应多做准备，特别是要了解当地宗教礼
仪。“除少数向游客开放的清真寺，一般情况
下非穆斯林不可进入清真寺。”中国驻突尼
斯大使馆提醒游客，与穆斯林见面打招呼时
可以握手，但部分传统观念较深的妇女不与

男性握手；若想为当地居民拍照，请先征得
其同意。

尊重礼仪、入乡随俗，做个“守规矩”的
中国游客，进行自我道德约束，既有助于养
成包容的品格，也将赢得世界的尊重。

（本报综合）

出境游须带好“安全宝典”
——五大招助你一路畅游

俗话说，“旅行就是发现美”，但安全是最大前提。在

出境游安全事故频发的今天，中国游客需用“防患于未

然”的心态提升风险意识。

记者梳理发现，入境关卡、自然探险、交通出行、社会

治安、宗教礼俗等5个方面，是保障“安全出境游”的重点

环节。守好“高危环节”的规矩，对中国游客安全出游非

常重要。

近年来，在韩国济州岛以及“旅游新宠”
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一些中国游客在出
入境时遇到了麻烦。

“目前，已发生多起中国公民携带香烟
入境斯里兰卡时被斯海关查获，并被处以没
收、高额处罚甚至拘押的案件。”今年春节出
境游高峰前夕，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数度

发布公告提醒游客，斯里兰卡对香烟入境控
制非常严格，只有斯政府授权企业才能进
口，“旅客个人禁止携带香烟入境，否则如被
查获，按‘支’以走私罪论处。”

在素有“被时间遗忘的孤岛”之誉的马
达加斯加，粗壮的猴面包树、灵巧的跳舞狐
猴等众多奇特生物日益受到中国游客的追

捧。但与之相伴的是，中国游客因携带违禁
物品被机场海关查扣、处罚的事件也越来越
多。

“根据法律规定，马达加斯加禁止携带
龟、鳄鱼、海马、珍贵木材等动植物及相关制
品出关。”不久前刚从当地游玩归来的陈先
生告诉记者，中国游客探访这个“遗世独立”

的岛国时，绝不能违规携带违禁物品，必要
时应如实进行申报。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赴韩国济州岛的
中国公民入境受阻案件也有增多趋势。

“‘免签入境’并不等同于‘想走就走’。”深
圳英瀚旅游定制产品总监李伟对本报记者
表示，中国游客出境前一定要做好功课，认
真核对当地签证政策和出入境条件，备齐
行程单、酒店预订单、往返机票等材料，做好
充分准备。

近一周来，土耳其卡帕多奇亚热气球坠
落事故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当地时间3月
14日，3只热气球在卡帕多奇亚地区上空突
遇大风，紧急降落时重重砸向地面，导致热
气球上49名游客受伤，其中包括23名中国
游客。

卡帕多奇亚以壮丽的喀斯特地貌闻名
于世，而乘坐热气球成为不少游客的“必玩
项目”，然而，当地多变的天气为此带来不少

挑战。早在2014年底的一次热气球坠落事
故中，就有中国游客1死4伤。

目前，中国游客的足迹已遍布五湖四
海。探奇美景的同时，境外陌生的自然环
境、气候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急
需引起中国游客重视。

拥有雪山、湖泊、森林、峡谷等丰富旅游
资源的新西兰，成为徒步探险者的天堂。但
美景之余，危险隐隐环伺。据新西兰天维网

报道，当地平均每年有6人在深山徒步时遇
险。据统计，过去10年中，约3.4万人在当
地徒步旅行时受伤，还有3000人靠救援才
得以平安归来。

除了海岛，还有高山。今年春节期间，
一名来自内蒙古的51岁中国游客在尼泊
尔萨加玛塔地区徒步时，因高山反应不治
身亡。据报道，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表示，
这名中国徒步者没有在旅游局注册，也没

有向官方授权的徒步机构寻求服务和支
持。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近日也连续处理
了两起中国游客在死海溺亡事件。“下海
游泳切勿远离人群，要注意海浪、潮汐的
变化。”使馆提醒，游客应注意遵守当地安
全提示，选择有救生看护的时段赴安全海
域游泳。对于“涉水安全”，中国驻斯里兰
卡大使馆也有提示，印度洋水域风大浪
急、暗流涌动，“游客游泳前应认清警示标
志，岸边插红旗表示非常危险，严禁下
海。”

近年来，交通出行日益成为出境游安全
的一个关键因素。

2013年，连接老挝会晒和泰国清孔的
大桥顺利通车，越来越多中国游客从云南途
经老挝，自清孔口岸自驾入境泰国。数据显
示，2013年从该口岸入泰的中国车为3117
辆，随后几年数据大幅攀升。

然而，泰国的交通状况并不为中国游
客所熟悉。以2015年为例，全年共有33
名中国公民因交通事故在泰身亡。中国
驻泰国大使馆表示，其核心原因是泰国车
辆为右舵左行，交通规则正好与中国相
反。在一些车祸中，中国游客过马路前习
惯性地向左观察车辆，但车却从右边撞

来。
“我刚到印度时也难以适应这一点。中

国游客初来乍到，对右舵左行肯定不太习
惯。”常年驻孟买的中企员工卫先生对本报
记者表示，当地公共交通大多不关车门，中
国游客应特别注意安全。

在斯里兰卡，穿梭茶园的“高山火车”与

“漂浮”海滨的“海上火车”，让这个印度洋岛
屿成为“拥有世界最美火车线的国家”。但
不知何时起，在当地“挂火车”成为一些中国
游客向往的独特体验。

斯里兰卡的一些火车甚至没有车门，设
施老旧且非常拥挤。2016年下半年，至少3
名中国游客因坐火车不幸身亡。赴斯游客
应慎重对待一些旅游攻略中提及的“挂火
车”或探身车外的拍照方式，务必远离车门，
以免发生意外。

作为颇具竞争力的出境游目的地，法国一
直备受中国游客青睐。但近年来的一系列恐
怖袭击事件，让中国游客赴法有所顾忌。

“2016年，法国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吸引
游客鲜有佳绩。除蓬皮杜文化中心一枝独
秀外，凯旋门、卢浮宫、凡尔赛宫等名胜皆

‘惨遭滑铁卢’。”法国《欧洲时报》援引法新
社报道称，巴黎大区去年损失150万游客，
特别是中国和日本游客，“一系列恐袭案凉
了他们的心”。

出境旅游，安全先行，社会治安水平成为中
国游客选择境外目的地时的重要考量指标。

“布隆迪、乍得、卢旺达等国是观看濒危
山地大猩猩的好地方。若想在徒步旅行中
邂逅非洲黑猩猩，请到乌干达基巴莱森林。”
《非洲华侨周报》报道称，有的游客为感受当
地特色旅游冒险前来，但其中一些地区仍有
战乱和恐怖主义的安全威胁。对此，中国游

客在探险新兴旅游目的地时，应尽量避免前
往。

除此之外，肆虐的疫情也需格外小心。
近段时间来，外交部领事司转发各使馆提
示，赴纳米比亚游客应注意防范“刚果热”疫
情；在刚果（布）的中国公民应防范猴痘疫
情，尽量避免与动物特别是野生猴类接触；
而巴西、苏里南等国黄热病感染病例持续增
加，中国公民应特别注意。

出境入境：行前功课不可少

自然环境：陌生天地勿擅入

交通出行：安全之弦要绷紧

社会治安：战乱疫情莫轻涉

宗教礼仪：入乡随俗当自觉

扬州：佳气溢芳甸
○陈特安

诗人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
让扬州驰名天下。传说禹治水时，分天下
为九州，“扬州”为九州之一，因“州界多水，
水扬波”而得名。历史上扬州有过邗城、广
陵、江都等用名，隋开皇九年始称扬州。扬
州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6年吴
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迄今已有2500年
的建城史。该城数度繁荣，尤以两汉、隋
唐、清代康乾年代为盛。

如果有人问我，你对扬州印象最深的是
什么？我会脱口而答：瘦西湖所展现的独具
一格的扬州园林文化。

“东南园林甲天下，二分明月在扬州”，扬
州园林大都由以前富商宅院所保留下来，风
格清新典雅，与苏州园林同属“文人写意式山
水园林”，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精品。

瘦西湖有“翰墨园林”之称，南秀北雄
融合一体。这座湖上园林“两堤花柳全依
水，一路楼台直到山”，以其窈窕曲折的一

湖碧水，衬以红花翠柳，串以卷石洞天。从
长堤春柳、大虹桥、徐园到小金山、钓鱼台
等名园胜迹，俨然一幅天然秀美的国画长
卷。泛舟其间，大美之中不醉自醉。

在乾隆码头坐上游船，沿着一泓曲水
行进，两岸树木织成绿色镶边。欣赏长堤春
柳，三步一桃，五步一柳，桃柳相间，真是“长
堤垂柳最依依，才过虹桥便入迷”。每当阳
春三月，春花缤纷烂漫，柳丝婀娜起舞。亭
台楼阁，花木山石，卷石洞天，引人入胜。

如果说“长堤春柳”似东风二月，以桃
红柳绿间植取胜，那么桃花坞则以成片桃
林、云霞散彩的气派见长。“花谢花飞飞满
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当年电视剧《红楼
梦》拍摄时，林黛玉的扮演者陈晓旭在此处
边舞边歌“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
谁”时，连桃花坞的花瓣也籁籁飘落，似乎
在同情林黛玉的不幸。

小金山是湖中的小岛，四周环水，水随

山转，山因水活。山顶有“风亭”一座，绝顶
全园。山的西麓有一堤通入湖中，堤端有
一方亭，名“吹台”。从其右侧看去，正中圆
洞恰好收入“五亭桥”一景，左面圆洞正好
收入“白塔”一景，其借景手法之巧，令人钦
佩。“月观”是临湖建筑的厅堂，在8月桂花
盛开时，推窗赏月，清香四溢，水天两月同
收眼底，甚为动人。

游船来到五亭桥，但见玉带状拱桥在
湖水中亭亭玉立，不愧是瘦西湖的标志性
建筑，在全国园林中独树一帜。其最大特
点是阴柔阳刚的完美结合，力与美、壮与秀
的和谐统一。五亭桥下有15个桥洞，每到
月圆之夜，每个桥洞中都含着一轮明月，文
人墨客对此赞誉有佳。中国著名桥梁专家
茅以升曾说，中国最古老的桥是赵州桥，最
壮美的桥是卢沟桥，最秀美的、最富艺术代
表性的桥，就是扬州的五亭桥了。

五亭桥西面不远，就是二十四桥。《扬州

鼓吹词》中说：“是桥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箫
于此，故名。”相传唐代有24歌女曾于月明之
夜来此吹箫弄笛，巧遇杜牧，其中一名歌女特
地献上素花，请杜牧赋诗。这座桥高24米，
有24个台阶、24根柱子。曹雪芹在《红楼梦》
中借林黛玉思乡之情，特别提到：“春花秋月，
水秀山明，二十四桥。”穿行其间，景色迷人。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
诗句因桥咏出，桥因诗而闻名。如今桥还
在，景还在，玉人又何在？突然间，我追寻
的目光仿佛找到了答案：桥上那来自五湖
四海的人流、甜润清脆的笑声，不正是酿成
瘦西湖盛景的“当代玉人”吗？此刻，让人
不得不感叹：扬州，佳气溢芳甸！

举杯揽尽明月，独酌细数风流。
总有一杯酒，未饮人先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