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遊．品味】 Atlanta Chinese News Friday, June 9, 2017

www. AtlantaChineseNews.com P.O. Box 941070 Atlanta, GA 31141-0070 Tel:770-455-0880 Fax:770-452-0670 E-mail:info@atlantachinesenews.com

NO. 04696
Serving Since 1992

（不含機票）
包食、宿、導遊

請聯系我們獲取其他廉價旅行團

已經營三十六年 經驗最豐富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亞特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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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Clearview Avenue, #203, Atlanta,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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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即日起

凡在本社購機票者

即附 贈送

三十萬元旅行保險

(僅限用於從美國出發

的美國居民)
bufordtravel@hotmail.com www.bufordtravel.com

Proud member of ARC，CLIA，IATA

9天臻品江南豪華美食遊 $49.00

6天北京超值豪華團 $49.00

華東，山東 , 廣東，廣西, 福建, 海南, 雲南, 四川, 湖南 $99起

泰国风情曼谷芭堤雅6日游 $99.00

越南柬埔寨7日 $199.00
浪漫韩国6日遊 $199.00
台湾环岛经典7日 $249.00
6天晶鑽 日本、關東、關西 $449.00

百福亞特蘭大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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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第三次來到阿根廷的Ushuaia
烏斯懷亞，分別是首次 2009 年乘 16
天郵輪經過這裡，在這吃喝玩樂一
天。第二次在 2013 年參加登陸南極
遊就在這裡上船。而這次主要原因是
來看……著名的「冰川」。

烏斯懷亞有幾個名勝景點：

寧靜美麗的埃斯孔迪多湖和法尼亞
諾湖Escondido＆Fagnano Lake，法尼
亞諾湖是智利和阿根廷的湖泊，位於
火地群島主島，長 104 公里、寬 6 公
里，面積約 600 平方公里，海拔高度
140米，平均水深70米，最大水深204
米，蓄水量41立方公里。

當我們到達湖邊，取景拍攝後，大家
往小木屋取暖或買明信片寄回國，當
時只有我們這一團22位遊客和一部
遊覽車，我奇怪的看到5位年輕人一
起在湖邊玩樂拍照，我好奇地問其中
一位男生：「你們走路進來嗎！怎麼沒
有看到你們的車子？」哦！後來才知
道，原來他們是從智利走路過來的遊
客，花了三個小時路程才到這裡！在
我們離開這裏的時候，他們也準備
好，背上包包，踏上回家的路。

乘坐小 火車從「世界盡頭End of the
world 」火車站開始出發，沿著湖邊觀
看大自然的風景。這個100年前由囚
犯使用道現為觀光旅遊所屬，它進入
Cañadóndel Toro 琵 琶 河 上 的「燒
橋」，您可以看到舊的廢墟 木橋。然
後停在「Cascada La Macarena」類似
到一個典型的小部落。

中途乘客可以下火車走走，爬上不很
高的山頂，有一條細小的流水。火車
繼續進入火地島火山，深秋時節的紅
葉風景區非常漂亮，因為陽光的照
射，火車一路前進，攝入眼裏的就是
閃閃亮亮橘色、紅色的葉子，特別好
看！

這裡的樹不小，但都是小葉子的，忽
然想到歐洲出售的發財樹就是用金
絲捆起一粒粒寶石的發財樹，就是這
樣的感覺，全程火車路上看到都是七
彩繽紛的“發財樹”。
往前繼續看到的都是囚犯在日常生
活中留下的足跡 ，他們將近半個世
紀的不間斷樹木的聲音。在這片火
地島的湍流土壤特徵之後，一個半小
時火車終於到達車站。
當然我們除了火車的「世界盡頭」之
外，也完成另一個步行的「世界盡頭」
遊。這樣才算完整 Ushuaia 烏斯懷亞
「世界盡頭 End of the world 」之旅。
（*Ushuaia 烏斯懷亞位於南緯 55 度，
是全球最南端盡頭的城市，因稱「世
界盡頭End of the world 」。）

Les Eclaireurs燈塔，這座燈塔是一個
高達 11 米的紅色和白色橫條紋的
塔，並配有一個具有太陽能的照明裝
置。（法國名稱「LesÉclaireurs」是指
「啓蒙者」或「童子軍」）是五個以上
Les Eclaireurs島嶼的東北最大的島嶼
上的輕微圓錐形的燈光，它的名字來
自於，烏斯懷亞東部在阿根廷南部火
地島比格爾海峽裡。
「LesÉclaireurs」燈塔位於城市前面的
Beagle頻道的許多海角之一。它是烏
斯懷亞的典型明信片之一。因為它位
於烏斯懷亞，這個世界最南端的地
方，它也被錯誤地稱為「世界末日的
燈塔」，其實這個名字叫朱利葉斯·凡
爾納用於 San Juan de Salvamento 燈
塔 。

因為不想驚動燈塔附近沿著大石休
息的小動物，我們的遊艇慢慢地駛進
燈塔，遠離觀看像企鵝般的黑白色鳥
—鸕鷀，無數仃立在那，還有一些阿
根廷海狗（南美毛皮獅)。船上拍照不
需要爭前恐後，因為船會360度轉幾
遍，時間非常充足，大家肯定會捉住
最佳時機，拿下你要的鏡頭。

沿著國家 3 號線路，沿途不同的山
脈，不少戶外活動：露營、看小冰川、
滑雪、融冰的冰瀑布和乾燥的樹木、
厄瓜多爾狐狼（山狐)出入等。

有些人從巴西南部駕車出發，橫穿整
個東海岸，巴西，烏拉圭，阿根廷，智
利，最後到烏斯懷亞！我們也遇到一
位綁個馬尾頭髮，腳踏車旅遊韓國男
生，他騎著單車從阿拉斯加出發來到
這裡，終點烏斯懷亞，不久之後乘坐
飛機回韓國，全部旅遊他花了一年的
時間。

從 Ushuaia 烏 斯 懷 亞 機 場 飛 到 El
Calafate 約兩個小時，也是來到我們
這趟旅行的主題和目的，遊覽 「佩里
托 莫 雷 諾 」冰 湖 ， PERITO
MORENO GLACIER。
巴塔哥尼亞地區主要位於阿根廷境
內，小部分屬於智利。巴塔哥尼亞西
接安第斯山脈，雪峰與火山映照，冰
川同密林交錯，闢有大量的國家公園
和自然保護區。佩里托莫雷諾大冰
川，位於聖克魯斯省西南部冰川國家
公園內，高達3600m，綿延200km，冰
層不停地移動斷裂，加上呼嘯盤旋的
山風，公園裡充斥著雷鳴般的巨響。

這裡還保存著遠古原始森林，樹高幹
粗，枝繁葉茂，蒼勁挺拔。巴塔哥尼亞
地區，還分布著內烏肯省布蘭卡沼澤
自然保護區、聖克魯斯省佩雷托·莫

雷諾國家公園、火地島國家公園保留
地、丘布特省瓦爾德斯半島國家海洋
公園等壯美的自然景觀及保護區內
的駱馬、兀鷹、美洲豹、海獅、海象、企
鵝等珍貴動物。

從城市開始開車約 80 公里到 Los
Glaciares國家公園內的Perito Moreno
冰川。它又是另一種旅途中遊覽的經
驗，相信不少朋友也觀賞過阿拉斯加
的冰川雪景，但是，如果與佩里托莫
雷諾冰川比的話，是另外一種驚嘆！
是不同一種更宏偉壯觀的景象！

該地區的植物群、動物區系、地質學、
冰川研究等特點，都是一個值得去探
索的。車子把我們帶到達最高點的走
道，往下走，您將能夠沿著 5 公里的
陽台步行和觀賞每一段不同角度景
象的冰川，當您登上世界著名的佩里
托·莫雷諾冰川時，感受到令人興奮
的跋涉，巨大的冰川全景在眼前，更
感覺到自己的微小，身體處於冷凍景
觀的環境，充滿純淨的山間空氣包圍
著你。此刻不只是用賞心悅目，美景
在前，心中的愉悅心情使人不曉得怎
麼是「累」！

不用擔心太遠不好走而害怕。有幾個
選擇，體力夠和有時間的人可以沿著
橙色的步道一直走到集合的餐廳、不
想走太遠人的可以換到藍色步道走
到集合的餐廳( 減少一半以上的路
程。) 最後根本不想走路的人也可以
集合在餐廳等候，餐廳寬闊的玻璃望
出去就是冰川，在這裡輕鬆自在盡情
享受美食同時，也能欣賞大自然的奧
妙啊！

最好是穿著溫暖的洋蔥式衣服，隨時
加加減減，因為沿著不同的走道樓
梯，當然要配合一雙安全舒適的鞋
子，還有防水防風的衣物和手套帽子
等。

除了徙步遊覽冰川以外，這裡還有許
多活動：如穿越冰川縫中、爬冰山。
又是另一個美好的早晨，高興地迎接
冰 河 之 旅，埃 爾 卡 拉 法 特, solo
Patagonia 上船 遊覽觀冰河活動，在
船上活動時間是5個小時。離開酒店
前，每人拎著一個午餐袋準備在船上
享用，有礦泉水、柳橙汁、萍果、兩個
三明治和一些甜點。船上也有比薩、
三明治和熱冷飲料等販售。咖啡一杯
兩三美元，礦泉水一瓶四美元。

今天的冰河觀光是「零」運動的。怎麼
說呢！船上全是透明玻璃窗，大家坐
下來就能欣賞到前面及左右兩旁的
冰景，需要拍攝時才出去外面，所以
說根本不勞累的一天，好好享受吧！
船上有幾臺電視頻道告訴你現在是
處於那一個位置。船公司有攝影師幫
人攞姿勢攝影賺外快。

船長讓人們 觀賞冰川的方法，將取
於當天天氣和湖泊狀況的評估，它永
遠是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讓你看到
冰川烏普薩拉和Spegazzini 近距離也
真的令人口瞪目呆的。更使人興奮不
已的是，看到冰河融化掉落入水中剎
那，聽到四處發出聲音「嘩」！

受古代冰川及現代乾旱氣候的影響，
地表多冰蝕谷、冰磧丘、冰緣湖積冰
水沉積及多種風蝕、風積地貌。自西
向東作階梯狀傾斜，東部則以陡峭的
懸崖，想像得到什麼是大自然的力
量！自然的現象，這麼宏偉壯觀場面，
令人感到相當驚訝！

我們是4月底去阿根廷，5月初回來，
也剛好是他們要踏入冬季的時候。這
裡冬夏沒有極端的低溫和高溫，7月
均溫 0℃～4℃，1 月均溫為 12℃～
20℃。

阿根廷的水果有葡萄、桃、李、杏、蘋
果、梨、櫻桃等，大部分水果加工後出
口巴西，葡萄用來釀酒，產量居世界
第三位。阿根廷人喜歡肉類衆所皆
知，烤肉是他們的主要美食。阿根廷
人也喜歡烤全羊，很多餐廳都看到用
炭火烤著全羊做招牌使人注意。也有
不少海鮮魚類產品。
冰川的魅力使人畢生難忘！
(亞特蘭大百福國際旅行社)

飛鴻雪泥躍冰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