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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濃鬱歷史之都-成都
為了使自己身心早一點適應當地的氣候
和充分得到休息，所以我們一行八人提
早一天抵達古蹟林立之成都，好好休息，
養精蓄銳準備接下來九天的遊？活動。第
二天是我們自由活動時間，大家睡飽起
來先找東西填五臟廟，酒店工作人員介
紹大家往酒店左轉就能找到吃的攤位，
果然，走了不久，看到了「美食城」廣告
牌，沿著「美食城」指標走，邊走邊看，發
現原來整個區域都是鞋店，都是賣鞋的，
男的、女的鞋子，種類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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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巷子是“慢生活”區，以品牌商業為主 求婚未允，遂發兵二十萬攻打唐邊
題，針對主題精品消費的目的性消費客 防重鎮松州，這裡便是歷史上著名
群。該區有各國餐飲品牌餐飲、速食飲、 的唐蕃松州之戰。
精品飾品、藝術休閒、健康生活特色文化
為主的精緻生活品味區。井巷子是“新生
活”區，以時尚年輕為主題，針對都市年
輕是以酒吧、夜店、甜品店、小吃店、零售
店、速食飲、創意時尚為主的時尚動感娛
樂區。

越過了一兩排賣鞋商店後，看到前面有
路邊攤，是臨時建置的店面，只有六家小
吃店，大多都是麵食，辣的、麻的都有，想
想……因為來到四川成都，無辣不歡呀，
但是愛吃辣的我們也不敢太放縱，因為
是第一天，擔心腸胃不能太適應，慢慢
來，小辣，一點點辣，慢慢給肚子適應，點
一些清湯麵條加小辣就行，另外角落那
間燒烤串很多人光顧，因為香味撲鼻，而
且價廉物美，幾乎每一桌都有人點購。至
於「美食城」為什麼只有六家小吃店，原
來「美食城」的位置是在旁邊四樓的頂
層，目前在裝修中，所以這六家小吃店暫
時在路邊營業。
成都是唯一建城以來城址以及名稱從未
更改的城市，成都是正牌的天府之國，美
景美食多！成都這座城市，適合旅遊，適
合休閒，適合？？，成都閒適的生活環境，
讓你放鬆自己。在成都，如果有時間的
話，最好慢慢看，慢慢逛，慢慢聽，慢慢遊
覽，慢慢的享受，體會這座城市的繁華與 成都“錦裡”民俗休閒一條街在 2004 年 10
月 31 日開市，老街、宅邸、府第、民居、客
安祥，體會當地人民悠閒的生活節奏。
棧、商舖、萬年台座落其間，青瓦錯落有
成都寬窄巷子由寬巷子、窄巷子和井巷 致，青石板路蜿蜒前行。川茶、川菜、川
子三條平行排列的城市老式街道的四合 酒、川戲和蜀錦等古蜀文化如清風撲面
院落組成，整個街區呈現概為：「閑在寬 而來。這條在武侯祠東側出現的老街，全
巷子、品在窄巷子、淘在井巷子。」三個主 長 350 米，採用清末民初的四川古鎮建築
題——寬巷子是“閒生活”區，以旅遊休 風格。遊客在短短 350 米的距離內，就能
閒為主題，主要針對懷舊休閒客群，是以 享盡原汁原味的四川滋味，滿街的小吃
精品、酒店、餐飲、民俗餐飲、休閒茶館、 店多得數不完。竹編、煮酒、手工藝攤位
休閒酒館、客棧等，寬巷子充滿懷舊氣 也不少，「人無衣不暖，衣無錦不麗。」錦
息，讓遊客可以在這裡回到老成都生活 裡絲織到處有，還可以看到後街客棧高
情景中，吃川菜、品好茶，體驗老成都的 掛著好多絲綢燈籠，藍布幌子，頓時感受
身在清末民初的徹夜輝煌、喧嘩的街道
生活樂趣。
中。

的輪廓鮮明，艷麗、性感。

珍珠灘，海撥 2450 米，灘面寬 112？3 米，長
189 米，面積 21224？7 米。在斷裂臺地上堆
積有大量生物鈣化作用形成高低起伏的
鈣華灘面，呈鱗片波紋狀，清澈的片狀水
流在灘片上激起珍珠般的碎浪，在陽光
下奪目耀眼。最美最奇特的是九寨溝的
水，清冽透底，湛藍色的水面水平如鏡。
湖水掩映在重重的翠綠之中，像是一塊
晶瑩剔透的翡翠。碧藍晶瑩的湖水如穿
插於森林與淺灘之間，色彩斑斕，令人眩
目，四周是茂密的樹林，於高聳入天的柏
松間，透過深淺不一的綠葉叢，那鮮明草
綠、藍天以及深藏靜臥在湖底裏楬黃色
的、剎眼又帶點紅的樹互相輝映，色彩斑
西元六四一年，唐太宗許嫁文成公主，公 斕，絢麗多彩。曾聽人都說：「黃山歸來不
主入蕃途中，輾轉來到硝煙未盡的松蕃 看山，九寨歸來不看水。」如今親身到來
草地，凝視昔日戰場，感慨萬端，呼曰： 才感受到它的意境。
「興師相戕罪也，餘將和陸唐蕃。」文成公
主入蕃和親，實現唐蕃會盟，光耀史冊，
也給松州留下了千古傳頌的佳話。
去到九寨溝？已經七點多，坐了十個鐘頭
的車，長途跋涉，有些路程還是九曲十三
彎，到達目的地大家都很累了，還好，享
受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後，精神又來了，有
些人聊天上網，有些人去試試藏式足浴
高原保健按摩或藏式足浴按摩：藏式足
浴高原保健按摩以古秘法，通過藏醫技
師調整臟腑，經筋經骨，以補虛瀉實，平
衡陰陽使身心得到全面的放鬆，迎接明
天的旅遊重點，「
九寨溝風景區」
。

第六天又是天氣明媚的一天，早餐後前
往參觀藏區最具規模的茶葉商店，中國
藏茶自唐朝有記錄以來，已是千年古茶。
藏茶是少數民族中近三百萬藏族同胞的
主要生活飲品，又稱？藏族同胞的民生之
茶。店員介紹幾款茶葉：藏茶、藏紅花、竹
葉青，其實藏紅花和竹葉青不算是茶，藏
紅花是一整？的紅花，效用活血、通血路、
適合手腳冰冷麻木、有風濕關節炎和更
年期者。竹葉青－小竹子的嫩葉，對腰酸
背痛和脖子酸痛好。至於普洱藏茶？？是
藏族的貢茶，是上好的普洱茶，效用很
多，或泡或煮：對高血壓、高血脂、膽固
醇、三酸甘油酯、降尿酸、治痛風、胃寒、
胃酸、減肥等？
。
隨後驅車前往樂山，搭乘遊船觀「樂山大
佛」
。樂山大佛地處四川省樂山市，岷江、
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匯流處，與樂山城隔
江相望。樂山大佛是唐代摩岩造像中的
藝術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彌
勒佛坐像。大佛雙手撫膝正襟危坐的姿
勢，造型莊嚴。樂山大佛頭與山齊，足踏
大江，雙手撫膝，大佛體態勻稱，神勢肅
穆，依山鑿成，臨江危坐。大佛通高 71 米，
頭高 14.7 米，頭寬 10 米，髮髻 1021 個，耳
長 7 米，鼻長 5.6 米，眉長 5.6 米，嘴巴和眼
長 3.3 米，頸高 3 米，肩寬 24 米，手指長 8.3
米，從膝蓋到腳背 28 米，腳背寬 8.5 米，腳
盤 可圍坐百人以上。樂山大佛聳立一千
多年來閱盡多少人間冷暖，經歷多少朝
代更迭，依舊肅穆慈祥，心旌不搖。

九寨溝的傳統建築多土木結構，以木結
構為主，依山坡而建。房頂釆用流線形，
蓋榻板。住宅建築主要分三層：底樓作為
家畜圈棚；二層住人和存放貴重物品；三
層堆放雜物。建築結構與本區的半農半
牧的生產和生活特性相適應。

隔天驅車前往九寨溝。途中經 5.12 汶川
地震遺址，很長的公路，有些路面凹凸不
平，沿途還有不少工程隊伍？績進行任
務，地震遺址無數殘留兩旁，以往去九寨
溝的路線已經全毀。現在經過的是道新
路。有些建築大地震災後重建，有些則保
留。途經都江堰、映秀，我們也參觀其中
一間學校，當時的學校遺樓和大鐘，依舊
保留讓人追思、悼念，大鐘時間停止就是
地震發生時間，聽導遊解說當時許多故
事及腦海？？浮現在當時在電視、報紙媒
體看到，許多無名英雄捨身救人和老師
捨身救學生的故事，歷歷在目，有很多感
動與感嘆，所謂人生無常，誰曉得明天先
到或無常先到，有緣盡快把握當下！

觀？九寨溝風景區，必須搭乘景區觀光巴
士遊覽。導遊怕我們無法和其他遊客相
擠，建議全群合包專車。九寨溝以有九個
藏族村寨（又稱？？何藥九寨）而得名，主
要景點分佈在樹正溝，日則溝及則渣窪
溝。其以原始的生態環境，一塵不染的清
新空氣和雪山、森林、湖泊組合成神妙、
奇幻、幽美的自然風光，顯現“自然的美，
美的自然”
，被譽？
“童話世界九寨溝”的
高峰、彩林、翠海、疊瀑和藏情被稱？
“五
絕”
。
九寨溝的景觀主要分佈在樹正溝、日則
溝、則查窪溝三條主溝內，景區內有最
寬、最高、最雄偉壯觀的三大瀑布；珍珠
灘瀑布、諾日朗瀑布、熊貓海瀑布，高山
隨後前往遊牟尼溝風景區，參觀世界上
湖泊及數十處流泉飛瀑等景觀。
最高的高山鈣化瀑布—紮噶瀑布，紮嘎
瀑布段面積 8 平方公里，以紮嘎岩溶大瀑
佈為主景，有紮拉寺、溪流水景、原始森
林、水譚、水簾洞等。

經過了松州，走馬看花，在城內城外看到
許許多多藏族民眾，有些害羞不願被拍
照，有些卻大方笑容滿面讓人拍照，我們
用很短的時間、很快速地參觀：西元三八
年八月，吐蕃贊普松贊乾布向唐朝皇帝

亞特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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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營三十年

經驗最豐富

時間緊迫，從觀樂山大佛之後，隨後驅車
前往峨眉山。峨眉山是中國的四大佛教
名山之一，位於四川中南部，四川盆地西
南邊緣的峨眉境內，距成都約一百六十
公里，在峨眉山市西南七公里處。與山西
五臺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華山並稱為
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是舉世聞名的普賢
菩薩道場。山勢雄偉，隘穀深幽，飛瀑如
簾，雲海翻湧，林木蔥蘢，有「峨眉天下
秀」之稱。山上多佛教寺廟，向為著名？？
遊覽地。長久以來，峨眉山以其秀麗的自
然風光和神話般的佛教勝跡而聞名於
世，從小在電影和小說都有傳說「峨眉
山」的故事，有滅絕師太、峨眉長門人等
等著名的武俠小說流傳。她古雅神奇，巍
晚餐後就在我們住宿喜來登酒店旁的民 峨媚麗。其山脈綿亙曲折、千巖萬壑、瀑
族大劇院，欣賞九寨溝藏羌歌舞秀表演。 布溪流、奇秀清雅，故有“峨眉天下秀”之
三十多位年輕貌美和體格壯士的演員落 美稱。 (未完待續)
力演出，得觀眾熱烈的掌聲。當地女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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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都西安華山 6 天 $249.00

張家界鳳凰古城 7 天 $99.00
桂林 5 天 $99.00
廈門/泉州/土樓 5 天 $199.00
九寨溝 8 天 $99.00
廣州/佛山/開平/中山/珠海/番禺 5 天 $199.00

（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For other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for queries.

＊能為您找到最優惠票價 ＊能為您提供最專業服務
★經驗豐富
★價格合理
電話﹕
（770）451-1212
★熱誠服務
★國內外特廉機票
傳真﹕
（770）452-8082
★代辦各國簽證
外州﹕
1-800-390-2888
★代理各國航空公司機票

bufordtravel@hotmail.com
★代理美國本土旅遊及外國旅遊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 30340

自即日起
機票者
凡在本社購
即附 贈送
行保險
三十萬元旅 國出發
美
(僅限用於從 )
的美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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