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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第六天………：走入康定風景區
—主景區海拔 2600—3780 米：七色海、藥
池佛泉、木格措等。「木格措」藏語：野人
海。坐落於貢嘎山脈中段。可否想像在海
拔二三千米上，身處在一片奇妙的金色
沙灘上的感覺嗎？忽然想到自己從來沒
有過的心身意上的感覺，眼望不遠的雪
山，感悟雪山的神聖，感受高原小沙灘的
寧靜，附近山區及石頭處處刻劃佛像和
咒語，懷著一顆虔誠的心享受片刻，「木
格措」實在是一個優雅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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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情侶參訪的。怎麼說呢？整個跑馬山多
以情情愛愛建築景點：這邊題字「情」
、那
邊題字「愛」
，左邊一個個「情人池」
、「情
侶林」
，右邊有「鴛鴦亭」等，難怪張家大
哥和李家的大姐都來此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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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後往景區「伍須海」出發，因為昨晚
有位女團友生病發燒，接待人關懷有加，
並請醫生前去旅館診病，打針吃藥，稍微
轉好。今天到伍須海一遊，因為是高原地
方，還是擔心有任何高原反應，出動醫
生、謢士和兩位工作人員開著救謢車隨
著「北美旅行商考察團」的巴士謢航，當
局的細心和用心使所有團員感動！

伍須海是國家級貢嘎山風景名勝區的重
要景點，位於九龍縣的北部。由山峰、原
始森林、林中溪流，五花草甸、高山草甸
與湖泊、奇樹和各種珍稀動植物及獨特
的藏族風情組成。

繼續前往藥池佛泉，此泉水含多種優質
礦物質，能飲用、洗眼、洗腳，沸點高達
95c，能煮麵、泡茶。溫泉水煮雞蛋蛋黃凝
固，蛋白似豆腐花，鮮嫩無比，稱為獨特
的腦花雞蛋。熱泉水泡腳，也舒服無比，
剛好舒解昨天走森林公園的宿痛。七色
海的景色如風景畫，水質清澈晶瑩，水平
似鏡，是溫泉與冷泉交融共生湖，純淨的
水面與森林相互倒影，配合時間與光線
的變化，呈現多彩斑爛的景色，名乎其實
七彩顏色，可謂美妙絕倫。

第八天/第九天……。：康定——折多山
——新都橋——九龍——巴丹——道孚
格薩爾通——龍燈大草原：
“格薩爾通”
藏語為格薩爾通王駐扎過的大埧子，龍
燈大草原是格薩爾通王的領地。一千多
年前，人神合一的藏族英雄格薩爾通王
在此扎寨並撘建了佔地面高達 2809 平方
米，世界最大的帳篷，留下英雄最後的足
跡，

供奉聖物遺跡等。晚宴是在藏民家享用，
也品嘗了藏族大圓而白的中秋月餅“花
VV”
，其他美食還有犛牛肉、血腸、牛肉
餃、土豆絲餃、酸蘿蔔絲、青稞糕餅、青稞
酒、酥油茶等。最後，媽媽們又做了一道
熱呼呼的手拉麵，並且在宴會中，年輕的
伍 須 海 被 當 地 人 喻 為“ 仙 女 梳 妝 的 明 一群為大家高歌助興。藏民常說：「會走
鏡”
，原始森林和寬闊的草甸環繞湖泊， 路，就會跳舞，會說話，就會唱歌。」大家
右邊有一排木屋，是牧人的臨時住房，冬 就在歡樂的氣氛下，在甘孜度過難忘的
天到來，會帶著牛羊往較為溫暖的地方 藏族中秋節。
落腳。伍須海湖水碧綠透明，環境幽靜，
古樹盤根與伍須海交相輝映，據說每當
晨曦為露，薄霧輕泛，湖面一片蒸騰：夕
陽西下，又另一個美境，難得一見的大自
然奇觀。我們到達的時間快接近中午，只
見湖面靜如明鏡，令人心情恬淡，說話也
不敢大聲，擔心會影響到它的一片寧靜。
還好，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浴佛節”
，藏、 只要到了伍須海，面對迷人的景色，使人
回、漢各族人民相邀遊山朝廟，來跑馬山 陶醉！當地人說「人過百歲不知老，身患
過轉山節，舉行歌舞會及賽馬會等等。翻 絕症也覺無，兩眼只顧覽勝景，人世滄桑
越川藏康巴第一關，折多山囗，海拔 4298 拋雲霄。」這就是伍須海，與藍天白雲對
米。車輛上山也挺費勁不容易，山路旁有 話；與青山綠水談心的好地方。
幾位穿著登山設備上山前進的騎士，我
們要向他們敬禮，在高原上的氣候，正常
人都要好好適應，何況他們還要花力氣
踏著腳踏車前進，真佩服他們的耐力和
兩部巴士在道路上繼續行駛，四圍晨霧
毅力。暮抵九龍，在旅館窗外，望見九龍
茫茫，如雲似霧，恍若輕紗，似有若無，溫
中秋的月亮，旅館旁的山頭掛滿閃閃發
潤的空氣，有如處身在仙境中...，亞拉雪
光的彩燈，整個夜景特別有趣好看，如身
山海拔 5820 米，地處幹爾隆巴河流域，系
處童話世界中，頓時，忘掉在車上的奔波
大雪山山脈的第二高峰，與蜀山之王貢
疲勞。
嘎山遙遙相望，我們在亞拉雪山前野餐，
「甘孜藏族自治州一非物質文化遺產博
嘗試當地的戶外餐點風味，有牛肉燒餅、
物館」
，裡面展覽多種不同的藏文化，牛
素燒餅、豆腐乾絲、海帶絲、酸菜、酸蘿蔔
羊毛編織技術、木雅石砌技術、建築技
和各式水果及飲食等，大家坐在地上，享
術、藏文書法、經板印刷、藏族山歌舞等
受一個特別的、大自然的雪山心靈之宴。
等，最吸引人的就是“唐卡”繪畫製作，傳
距離亞拉雪山 17 公里的蓮花古剎——
統的唐卡用礦物質雄黃、藏青、綠松石等
「惠遠寺」
，惠遠寺始建於雍正七年（公元
作顏料，顏色百年不退。畫工繁簡相襯，
1729 年）
，寺院大門佇立 108 座莊嚴非凡
大小對比，動靜結合，畫風突出，風格獨
的白塔：在藏區各教派大小喇嘛寺中，是
特，一副好的唐卡，無論造藝或配色方面
唯一由國家撥款建造的。為了保障七世
能夠達到藝術最高的精華。終於到了跑
達賴的安全，請政府特選這塊蓮花寶地，
馬山，一曲《康定情歌》
，
“跑馬溜溜的山
撥庫銀四十萬兩款，動員大量工匠和民
上，一朵溜溜的雲喲……”國內外中國人
工，仿造漢族佛寺建造了規模宏偉，金碧
皆知，使跑馬山名揚天下。跑馬山海拔
輝煌的「惠遠寺」
。十一世達賴喇嘛格桑
2900 米，頂部平緩開闊，林木茂盛，藏傳
嘉措降生在不遠的村子裡，並且在此修
佛教寺廟“吉祥禪院”依山而建。導遊之
行兩年，享有佛教界“九龍九獅”的崇尚
前說過：「來到康定不到跑馬山，遺憾！去
尊號。同時我們也拜訪了十一世達賴喇
了跑馬山，也遺憾！」原來，跑馬山適合年
嘛格桑嘉措降生之地。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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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畫江南，長江三峽 11 日遊 $299.00

台灣環島七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29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9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日本關東關西美食溫泉 6 日豪華遊 $2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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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212
傳真﹕
（770）4528082
外州﹕
18003902888

韓國經典 6 日遊 $299.00

泉城濟南，東岳泰山 7 日遊 $99.00
七彩浪漫 雲南香格裏拉 8 天 $99.00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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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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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