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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的熱情無法擋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打從飛機下來，就感覺到蒙古人的熱情，他
無出水口，但池水永遠潔淨清澈。(三) 周圍
們的豪情和好客實在無法擋，每晚十多二十 呼倫貝爾草原猶如一幅巨大的綠色畫卷，無 的姊妹湖都盛產魚，但天池沒有魚，有人曾
道菜招待，傳統蒙古歌舞昇平同歡樂，酒醉 邊無際。是中國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水 放 魚 和 魚 苗 下 去，卻 不 見 任 何 魚 和 魚 屍。
盡興飯菜飽。
草豐美，生長百多種營養豐富的牧草，有"牧 (四) 水深不可測，之前曾放重錘 300 米測繩
草王國
入湖底，仍然末到底。
還有著名熔岩台地，火山噴發的岩漿覆蓋在
"之稱。呼倫貝爾大草原也是一片沒有任何 地面上形成廣闊的岩石席、岩石被、岩石蠅
污染的綠色淨土，出產肉、奶、皮、毛等畜產 等等。
山林裡有許許多多山珍，是特種的木耳、菇、
菌等有機山珍品，家庭主婦就靠這手藝過
活，把採取的菇類，用線穿起來，一串一串，
串起來晒乾，越小的菇越香，非常特殊，在其
他地方是買不到的。

草原的美麗和草原人的寬廣熱情，讓你感覺
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近。呼倫貝爾草
原牧場遼闊，植物種類繁多，生長茂盛，河湖
遍布是未受污染的大草原之一。我們也參觀
了野生動植物的天然博物館，了解不少大原
始森林的神奇與奧妙，呼倫貝爾的河流湖
泊，絢麗多姿，是愛好大自然者值得一遊的
大草原。

品備受國內外消費者青睞，連牧草也大量出
口日本等國家。它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出
生地，同時這裡也是中外聞名的旅遊勝地。
總面積一億四千九百萬畝的呼倫貝爾大草
原就是這樣一片令人神往的土地，它位於內
蒙古東北部。
當地的俄羅斯家庭公開歡迎讓遊人到訪，體
格壯壯的俄羅斯媽媽，親切地為我們介紹俄
羅斯人家的生活和家庭的裝飾佈置，並與大
家分享她的俄式手藝，麵包、餅乾、糕點紅茶
等。

參加了專業祭司主持的祭祀活動，草原溫度
晝夜相差很大，即使在夏天也必需帶上外
套，在高草原區，在白天，那種刺骨的冷風，
也會讓你受不了的。祭敖包活動時，忽然想
起蒙古民謠〝敖包相會〞，「十五的月亮升
在那天空上，......如果沒有天上的雨水唷......
我親愛的妹妹...你就會跑過來...唷...呵！」古
時沒法通訊，只好相約，每當月亮升在那天
空上時見面吧。

地道導遊許先生以前是位老師，文質彬彬，
每一回說話把一群樂觀的台灣太太笑破肚
皮！「羊很單純，是沒頭沒腦的，牠們非要有
人帶領才行，如果前面帶頭的羊轉左牠們就
轉左，前面的羊轉右牠們就轉右，沒主見。」
許先生繼續說：「馬和牛就不一樣，不用人帶
領，出去吃草傍晚就會自動回來馬槽，所以
說『老馬識途』一點也沒錯。」台灣太太聽了
笑逐顏開。
經過一處很大的木材工廠，許先生介紹說：
「這裡有很好的木材，上好的用來做藝術雕
刻和製造傢俱，那些『不成材的』
，做別的用
途或當柴燒。」太太們又笑的說：「『不成材
的』的那一句話我們用來罵孩子或一些年輕
人的。哈哈哈！」經過某些窮鄉僻壤，許先生
又說：「現在的農民也不像以前養很多孩子
了，因為他們明白『養兒不讀書，不如養頭
豬』的道理。」「哈哈哈！」太太們又大笑起來
了。總而言之，太太們很喜歡聽許先生說話，
一直請許先生多講些，多講些，草原的路途
雖遠但還是滿愉快的。

幾天的車程過來，處處提示：「進入林區，防
火第一。」
、「愛護林區，人人有責。」有些特級
防火景區也「禁止吸煙」
，防火措施做得很
阿爾山的空氣清新，使人精神飽滿，有外賓 好。
到訪阿爾山，讚賞阿爾山的空氣可以空裝出
售，可想而知清新的程度吧！據說：「阿爾山 車程一路下來有人觀景，有人午休，各享其
人民沒患癌症的。」有位團友反駁說--曾看 樂，大家享受大自然風景同時，當然還少不
到該區有療癌中心，怎麼說阿爾山人民沒患 了參觀蒙古偉人成吉思汗的博物館，館內介
癌症呢！查實，那是給外地來的病人治療的 紹成吉思汗：1162-1227 年，在位二十二年，
地方。
元太祖的歷史與功跡等等。同時也介紹成吉

草原上處處都是風景，讓你看個夠、玩個夠。
策馬馳騁的馬隊揮動馬鞭奔騰，駿馬騎士的
英姿盡在眼底前，精采演出，掌聲如雷，完
畢，主人邀請遊客騎馬，每位五十人民幣，願
意單獨騎馬的也可以單獨騎馬，不敢獨騎馬
的有專業騎師陪同所以也不用擔心，整團十
八位只有五位團員願意參加騎馬，在草原上

思汗的父親也速該，蒙古族頭領，母親訶額
倫可敦，祖父......祖母......。

印象最深的－最喜歡的是阿爾山市，阿爾山
是 蒙 古 語 的 音 譯，意 思 為 「熱 的 聖 泉 ( 溫
泉) 」
。從呼倫貝爾車程漸漸進入阿爾山已感
覺綠意盎然，樹木園林又是另一種景觀。有
著名的溫泉，據說從飛機上望下來整個溫泉
的地形如人體的形像，頭、身、腹、脖、腰等不
同區的泉水，以形補形能治病療慢性病。長
久以來每年有不少蘇聯人全家開車過來泡
上一兩個禮拜溫泉才回去。

慢遊，偶爾也奔馳一回，沿著高原邊望下去
時雖然有些緊張，但也很興奮，一起唱著〝
草原情歌〞，讓你盡情體驗游牧民族的獨特
風情。
騎馬盡興之後進入蒙古包內用餐，是當地著
名的「全羊宴」
，烤的、煮的都有，當然也少不
了喝酒和獻哈達。獻哈達是蒙古族牧民迎接
外賓的禮節，在迎賓儀式上蒙古人雙手捧哈
達，銀碗為來賓敬酒，不會喝酒的也要接過
銀碗粘粘唇，以示對主人的尊重。大家也高
高興興的喝上一兩杯和盡情享用蒙古人的
「全羊宴」
，羊排羊肉大塊大塊的用手撕，大
塊大塊的用嘴咬，真的好過癮，以及餐後又 阿爾山的天池有 四大神奇之處：(一) 池水
是另一群美女的文藝表演獻給大家，什麼是 久旱不涸，久雨不溢，水位始終保持在同一
水位線上。(二) 池水周邊封閉，無進水口也
內蒙古的熱情奔放，現在真的領略到了。

百福 國際旅行社
亞特蘭大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偷偷告訴你們，我們都市人是從沒有看過如
此大的羊群！曾經在愛爾蘭看過一兩百只的
羊群，還以為很了不起了，誰知道......有一天
我們的旅遊車經過大草原，牧羊人騎馬領著
羊 群 過 馬 路，車 子 停 下 等 候，大 家 瞪 眼 看
「嘩」
！不得了，一百、兩百、三百，數不清的
羊！比在愛爾蘭看過的以為很多的那一兩百
只羊還不止十倍，二十倍呢？「媽媽咪呀！」這
回真是姥姥入大觀院啦！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快樂遊
七彩浪漫雲南 7 天 $99.00
江南北京華東九日遊 $99.00
黃山 江南 8 天 $49.00
北京 承德 天津 8 天 $99.00

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電話﹕
（770）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總得來說，蒙古大草原是人生中至少來一次
的地方，神奇美麗的內蒙古，每逢盛夏，草原
上空氣清新；星星點點的蒙古包上升起縷縷
炊煙；微風吹來，牧草飄動，處處“風吹草低
見牛羊”
；在無數大小河流的滋養下，一望無
際的草原、成群的牛羊、優良牧場，幾乎沒有
受到任何污染，又有“最純淨的草原”之說。
在藍天白雲之下，你可以在草原上騎馬、騎
駱駝，觀看摔跤、賽馬、烏蘭牧騎的演出，吃
草原風味“全羊宴”
，喝奶酥熱茶，讓你盡情
體驗游牧民族的風情，很豪爽的民族，很多
的蒙古族歌舞表演，很多好吃好喝的，很特
別的溫泉......還有很多很多...好玩的。

張家界鳳凰古城 5 天 $199.00
桂林 龍脊梯田 6 天 $199.00
廈門/泉州/土樓 5 天 $199.00

（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代辦各國簽證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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