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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西藏行 (上)
拉薩是西藏的心臟，圍繞雄奇壯觀的
布達拉宮、日日被信徒膜拜的大昭
寺、熱鬧非凡的八廓街、一個真正的，
獨一無二的西藏文化旅遊勝地，是其
他任何地方都無可替代的，即使你已
經走遍無數地方，西藏的特殊氣質及
攝人的魅力也只有在西藏才能體驗
的。

色彩的圖案花紋，有很高的欣賞收藏
價值，可惜不方便攜帶，除非托運。

藏族的布料可以做衣服或當圍巾，特
色是它的色彩繽紛與眾不同。藏族人
朝佛、驅邪、舉行宗教活動時愛用藏
香，藏香香味淳厚，可以代替蟑堖丸
放到衣櫃裡防蟲。藏香種類繁多，可
選擇你喜歡的香味藏香，自己收藏或
從拉薩機場往市中心開，約車程五十 送給朋友都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分鐘左右，車子快抵達我們下塌的拉
薩旅館的前一兩分鐘，神聖的布達拉 有不少的日用品和工藝品從印度和
宮就出現在我們旅遊車左邊，導遊說 尼泊爾遠道而來，經營者除了本地藏
我們將會在行程的第六天參觀布達 民以外，還有一些定居拉薩一、二十
拉宮，大家精神還是為之一振，拿出 年的穆斯林和尼泊爾僑民。有的經營
手機、相機拍攝咔嚓咔嚓地猛照了不 一些古老的藝術品店，店主銷售的多
是傳統的唐卡繪畫和手織地毯的精
少遠端的布達拉宮。
品。整體來說，八廓街完整的保存了
拉薩古城的原貌。
我們最有興趣的就是唐卡，老遠的跑
到了西藏，不選擇一些喜歡的唐卡請
回家，似乎對不起自己了。大部分唐
卡是莊嚴的佛像和菩薩像，壇城和經
文等——可選擇一種帶有濃郁西藏
風情的捲軸畫或只選取要唐卡，唐卡
帶回家再找相框架裝置即可。女團員
們買到了不少西藏的銀製手鐲、耳
環、項鍊等，不同的藏飾品都有不同
的寓意，但基本上都是一樣意味著吉
祥和祝福。

導遊提醒大家盡量低調行事，別大動
作，剛到達拉薩最好別洗澡洗頭，以
免消耗體力，抵制所有誘惑，乖乖在
旅館休息一天，明天展開一頁新環境
出發觀光景點。雖然導遊這麼說，叫
大家第一天到達拉薩 3650 米海拔高
度不要到處跑，為了適應高原氣候好
好地休息一下。那我們想即然住在拉
薩市的老城區附近，出入非常方便，
這一帶的餐館、超市、商家等，數不清
的多。而大家午餐後也無聊，就在附
近慢慢地走，觀看四周圍的環境，先
熟悉一下週邊的攤位和讓自己先適
應拉薩海拔高度的氣候環境。

Serving Since 1992

大昭寺融合了藏、唐、尼泊爾、印度的
建築風格，成為藏式宗教建築的千古
典範。寺前終日香火繚繞，信徒們虔
誠的五體投地叩拜，在寺院前的青石
地板上留下了歲月痕跡。
一大早虔誠的信徒隨轉經人流湧入
大昭寺。在燃燃不息的酥油燈火中，
感受信仰的力量。入了大昭寺，這裡
是禁止拍照的，但是有些大膽之徙，
還是照偷拍不誤！到二樓平台上，可
以遙望遠處的布達拉宮，俯瞰大昭寺
廣場和八廊街的人群。大昭寺外的廣
場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各方的藏傳佛
教信徒都把這裡作為朝拜之地，不遠
千里來到這裡膜拜。他們忘我的境界
不停的拜，為了尊重，遊客只能拍信
徙的後面。

八廓街最初只是一條環繞大昭寺的
普通街道，後來成為朝聖者的轉經
路。如今，這裡已發展為西藏最著名
到大昭寺旅遊，要尊重當地百姓習
的轉經道和拉薩的旅行商業中心，成
慣，順著人流按順時針方向行走。每
為一條寓宗教、觀光、民俗、文化、商
天來此進香參拜的各地信徒絡繹不
業和購物為一身的街道。
絕，尤其是趕上藏族的節日或宗教慶
典，更是擁擠。不可思議的是，無論何
時何地，在人群裡依然鴉雀無聲，藏
民不大聲嬉鬧，不喧嘩。很有禮貌的
民族，如不能用手指去指佛像、經書、
唐卡，要用手掌向上平指，以示敬意。
不在人前咳嗽，不跨過別人的東西
等。

大昭寺鎮寺之寶是釋迦摩尼十二歲
身像，是文成公主從長安帶入西藏。
大昭寺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
大昭寺門前一帶偶爾會有一些為修
建寺廟尋求布施的出家人，可以先準
備一些一元鈔票就 OK 了！如果願意
的話也是可以贊助他們多一些。
自由行者可以保留大昭示門票，幾天
以後再去仍然有效，因為票根沒有限
時間的。如果你還有剩餘的時間可以
探索不同的宗教文化：到附近席德寺
廢墟、倉姑尼庵、清真寺、下密寺、印
經院、等宗教文化聖地走走看看吧。
魅力無限-海拔高度 8844 米 -世界
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位於 中國與
尼泊爾邊界上，藏語「珠穆」是女神的
之意，「朗瑪」是第三的意思，因珠峰
附近還有四座山峰，珠峰位居第三，
「珠穆朗瑪」意為第三女神。珠峰大本
營日喀則（海拔 5150 米）有幾個永久
性建築物和小基地。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著名的八廓街又
名“八角街”
，離我們早上入住的酒店
很近，約步行十分鐘就到。我們的酒
店前後左右都是商店。八廓街是一整
片舊式的、有著濃郁藏族生活氣息的
街區，八廓街周長僅 1000 多米，街道
由手工打磨的石塊鋪成，是拉薩客流
量最大的地方。街道兩邊店鋪林立，
這裡的工藝品種類繁多，如：手鐲、戒
指、項鏈、唐卡、藏式生活器具、藏式
佛教法器、大小不一的轉經筒、藏袍、
藏刀。由遊客自由購物，一般可討價
還價，要買蟲草、藏紅花、高山雪蓮，
紅景天、麝香藏藥成品藥，應選用國
營藥店。購買貴重工藝品應諮詢導
遊、司機或熟人。

一步一步爬上了小山坡，上氣不接下
氣面對着“珠穆朗瑪峰”說：「我終於
來到您的面前了。」掛滿經幡小基地
的小山坡，可以讓人請購五色經幡寫
上名字，掛上去為家人祈福，吸引你
的珠峰就在前面，頓時讓你忘了喘，
忘了累，一切都值得了。珠峰山頂上
終年覆蓋著積雪，每當耀眼的陽光出
來，高峰變得更純淨和美麗。珠穆朗
瑪峰冰川面積達 1 萬平方公里，雪線
（4,500～6,000 米）南低北高。南坡降
水豐富，1,000 米以下為熱帶季雨林，
1,000～2,000 米為亞熱帶常綠林，2,
000 米以上為溫帶森林，4,500 米以上
為高山草甸。
在它周圍 20 公里的範圍內，群峰林
立，山 巒 疊 障。 尼 泊 爾 和 錫 金 的 界
峰，形成了群峰來朝，峰頭洶湧的波
瀾壯闊的場面，使珠峰更加 巍峨宏
大，氣勢磅礡。
拉薩市的標誌性建築，一個世界建築
大奇景 “布達拉宮”，座落在海拔
3700 多米的 拉薩市區西北的瑪布日
紅山上，建造了 999 間房屋的宮宇，
宮體主樓 13 層，高 115 米，東西長 360
多米，全部為石木結構，東西 360 多
米長，南北寬 270 米，總地面積 36 萬
多平方米，5 座宮頂覆蓋鎏金銅瓦，金
光燦爛，氣勢雄偉，是藏族古建築藝
術的精華，被譽為高原聖殿。

八廓街不遠處就是大昭寺，歷史悠久
的大昭寺始建於公元 647 年，座東朝
西，殿高四層，建成後，經過元、明、清
歷朝屢加修改擴建，才形成了今天的
規模。也可以看出大昭寺，對於西藏
佛教文化來說，有著至高無上的地
位，目前佔地 25100 餘平方米。大昭
寺是藏傳佛教信徒最大的精神支柱。

藏毯是西藏的傳統手工藝品，風格依
各地的風俗而各異。款式上有地毯、
掛毯和卡墊。西藏地毯織法獨特，色
澤鮮豔和諧，毯面柔軟細膩，洗滌不
褪色，經久耐用，加之具有濃厚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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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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30340

哈爾濱冰雕七日遊 $149.00

泉城濟南，東嶽泰山 7 日遊 $99.00

越南 柬埔寨 7 日遊 $199.00

長沙張家界鳳凰 7 天 $99.00

亞洲名城新加坡，鉑金江南 11 日遊 $49.00

奇山秀水桂林 6 天 $99.00

韓國經典 6 日遊 $199.00

奇秀黃山 夢裡江南 8 天遊 $49.00

臺灣環島七日遊 $249.00

舞動北京 5 天 $49.00

神奇印度 世界文化遺產 6 日遊 $449.00

天府之國-傳奇九寨 8 天 $99.00

沙漠奇跡，迪拜超值享受 4 日遊 $299.00
日本關東關西溫泉 6 日風情遊 $299.00
泰國曼谷、芭提雅 6 天精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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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