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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機票）
包吃、五星級酒店、導遊

快樂遊

For other tours, please contact us for qu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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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 3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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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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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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千年曆史藏民族的建築藝術--
道孚民居。道孚民居在藏區堪稱一
絕，被譽為“神仙的居所”，裡面的一
木一櫃、一桌一椅，造型極美，造價極
高。看似一座普通的民居，有可價值
上百萬。居民內飾畫棟雕樑、描繪圖
案、以藏族宗教信仰和民俗風味融合
一體，堪稱藝術的殿堂。道孚藏式浮
雕在漸漸深受中外遊客青睞，精湛的
工藝，絢麗多彩，具有濃郁的民族特
色和文化內涵。如藏式茶几，藏式浮
雕等等..具有觀賞性和收藏價值。

甲居藏寨——藏寨從大金河谷層層
疊疊向上攀，棟棟寨樓遍布在綠蔭蔥
鬱的山坳上，構成一幅美麗的畫面，
難怪被稱為「最美麗的鄉村古鎮」美
譽。接待人員小桑帶著大家走入了甲
居藏寨，邊走邊介紹甲居藏寨的風土
人情。蘋果、梨子隨手可摘，看到居民
把收成的玉米放在頂層曬太陽。沿著
階梯上上下下，梯田之間的辣椒、椰
花菜等……。小桑說：「居民還是互
相扶持……互相幫忙，以前喜慶婚慶
居民送禮物是送食物較廣：米、肉、蔬
果等，如今也轉為送現金了。」

今天午飯在甲居藏民家享用，菜餚豐
富：烤玉米餅大家都喜歡，藏族臘肉
廣用，採用半肥瘦豬肉，經過煙熏晾
乾，製成肥而不膩，濃香撲鼻的老臘
肉。許多菜式中會加上藏族臘肉撘
配，炒蒜苗、炒辣椒等等，還有藏族臘
腸、土雞、以及各種蔬菜，土豆也是常
用的，牛肉和辣椒幾乎每一餐都有。

餐後參觀丹巴獨特的碉樓群，「梭坡
古碉」，“梭坡”藏語意為“蒙古族”。
據說古時曾經有大批蒙古人在此放
牧而命名。梭坡是整個丹巴，乃至全
世界範圍內古碉最集中的地方，共有
84座之多，古碉樓群在藍天白雲的
映襯下巍峨壯觀，一座座經受了百年
乃至千年風雨侵襲、戰爭洗禮和地震
考驗的古建築群仍舊傲立在河谷兩
岸懸崖峭壁之間。要上去看碉樓至少
來往走兩個半小時階梯和斜坡，走上
去已經累得不得了！幸好，有兩位年
輕的警察前來幫忙：幫助年長的媽媽
們背包包。找樹枝給需要的人當拐
杖，還在一邊給大家加油！問他們怎
麼會過來幫忙的？他們說：「剛才在警
察局看到有幾十位旅客走進碉樓群
的路上，有些爺爺奶奶在...，所以看
有什麼可以幫忙的。」

兩位充滿陽光的警察先生左右肩膀
上背着幾個奶奶們的包包依然滿臉
笑容，全程陪伴我們，看到居民就熱
情跟他們打招呯，告訴他們：我們從
北美回來，熱情的居民立刻拿出水果
招待，有一戶搬着蘋果上車做生意
去，一看到我們，就拿出一大袋蘋果

給大家解渴，,,,。A太太花兩美元向農
民買了兩大袋無花果…，B先生買了
蘋果，C小姐買了梨子，就坐在村子
請團員們共享，補充精力。這裡民風
純 樸 ， 古 蹟 風 景 ， 村 落 農
舍、………… 令 游 人 神 思 飄 逸
………流連忘返。當大家拖着疲憊的
身體快回到停在警察局旁邊的旅遊
車休息，又看到那兩位年輕的警察，
開警車載著一群走不動的團員回來，
兩位年輕警察先生，臉上還是高興的
合不攏嘴。

十二天的旅遊最後一個景點「瀘定
橋」。所在的地區是四川通往西康、西
藏地區的交通要道，來往的商旅很
多。瀘定橋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動工，次年竣工。因為是康熙帝御
批建造的，因此它又叫做“皇橋”，而
民間則稱之為“鐵索橋”。懸索橋，跨
度為 101.6米，寬度為 2.8米，底部距
離枯水時的水面約14.5米。橋由13
條鐵索組成，其中 9條為底索，索間
距離33厘米，上鋪橫木板，橫木板上
再鋪八道縱木板作為橋面。另外 4條

鐵索則作為行人的扶欄。鐵索每根長
127.45米，重約2.5噸，有碗口粗細，
由800-900個扁環扣鏈而成。

橋的兩岸有橋台，高 20米，上為梯
形，下為方形，用條石砌築而成。兩個
橋台的後面各開有一口深 6米的落
井，每口井都有生鐵鑄就的地龍樁7
根或 8根，與橋身平行地插在井底的
井壁上。地龍樁下面再橫臥一根鐵鑄
臥龍樁，每根重1800斤。瀘定橋就固
定在這些臥龍樁上，由橋台和橋樁的
重力來共同承受橋的拉力，堅固無
比。兩岸的橋台上都建有橋亭，既可
防止雨水侵蝕落井。

東橋亭內有康熙“御製瀘定橋碑”，記
述造橋的始末，西面有康熙親自書寫
的“瀘定橋”三字碑。東橋亭背後還有
觀音閣，登臨其上可俯瞰整個瀘定
城。1950年，瀘定城以北新建了川藏
公路鋼索懸橋，瀘定橋已不再承擔交
通要道的作用。1977年整個橋樑進
行了重修，岸上還建造了陳列紅軍史
蹟的展示館等。

甘孜全年新建公路 171千米，改進公
路84千米，新改（建）橋樑 3座。我們
這群北美旅客，行駛一千八百多公里
路，經過不少難忘的景點，我們幾位
自稱為「甘孜行的開荒牛」：到「牛」，
有幾個牛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

甘孜州很多地方都有牛：被當地人喻
為“仙女梳妝的明鏡”的「伍須海」旁
邊有五頭牛修閒吃草遊玩，其中較小
的兩頭牛淘氣的頭撞頭，胡鬧了一陣
子，有一頭牛輸了，無精打采躲到一
旁，最老的一頭牛跑過去，用臉往小
牛臉上擦呀擦呀，並？：「牛仔呀！人生
短短幾十年...啊！不對不對！是『牛生
短短兩三年，不需要斤斤計較，要開
開心心的過呀！』。」果然，小牛很快又
跑回牛群中互動了。

上去參觀丹巴碉樓群途中，有一間小
賣店，有幾位遊客經過，探頭進去張
望，看看小賣店賣些什麼東西？旁邊
老黃牛也探頭進去張望，很有趣的場
面，只可惜趕不及拿起相機。

剛剛到丹巴，看見牛群如人散步似的
到處溜達，甚為有趣！甚至在公路上

也是如此，來往經過的車輛都要小心
行駛讓步。從隧道出來不久一段路
上，有幾頭牛竟然停在馬路中間，一
頭牛坐下，兩三頭陪伴旁邊張望。坐
着的那一頭牛，自在的，左右望，尾巴
也一左一右擺，幾乎在說：「我就是喜
歡坐在這休息，你們有種就開過來
吧！反正幾個月後，還不是給你們宰
來吃嗎？」...哈哈..牛的世界呀！還有，
甘孜的著名特產——犛牛：在高山草
場上均有犛牛分布，牛身堅實，毛色
整齊，全身黑毛者占七成多，黑白相
間者兩成多。犛牛是山上的特產，在
清爽空氣和寬闊的環境上散步，喝純
山泉水，吃蟲草長大的。犛牛肉乾是
當地最夯的土特產品。

十二天的旅遊，帶着滿滿美麗的回憶
回家...，心理一直在想，如果我們是
深秋來觀賞甘孜美景的話，應該會更
為亮麗吧！因為它的氣候、環境、色彩
會更艷麗。唯一的遺憾！來到大自然
母親懷抱的甘孜，面對這麼多天然溫
泉，竟然無緣享受，的確是「大遺
憾！」。
以後有興趣到甘孜州遊玩的朋友，肯
定比我們這趟旅程更美好、更愉快，
因為當地旅遊業努力推動，會越來越
好，務必讓人人有一個歡樂旅程。
＊註明：到該地旅遊的朋友需要尊重
當地民族習慣，不要隨便摸頭，拍照
提前徵得他人同意，進入寺廟大殿不
要載帽子和墨鏡，面對神山經幡要保
持尊敬不要大聲嬉鬧喧嘩。處高原
區，需要注意適應高海拔，最好事前
請問醫生自己本身的適應程度，是否
要吃藥，也要注意防曬。備用一些常
規藥品，防曬霜，帽子、太陽鏡、零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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