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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風情 大漠之旅 (上)
飛機降落在新疆機場，坐在計程車內，和司機
聊起，新疆女人是不是都很美！他聽到笑了一
下！「是的。」他說，「年輕時都很好看，因為她們
的眼睛和輪廓都很明確。不過，一結了婚就變
了樣。」
烏魯木齊是古絲綢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鎮，東西
方經濟文化的交流中心，是西方文化和中國文
化的薈萃之地，呈現出多元文化的特質，其特
點是烏魯木齊居住著維吾爾、哈薩克、回、蒙
古、漢、滿、俄羅斯等民族，各民族的獨特服飾
和文化藝術、風情習俗，構成了具有濃鬱民族
特色的旅遊人文景觀，他們能歌善舞、熱情好
客，對異國他鄉的遊客頗具吸引力：是中亞地
區最具活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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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子長呀……兩個眼睛真漂亮。如果妳要
嫁人，不要嫁給別人，一定要嫁給我，帶著妳的
嫁壯，牽著妳的妹妹跟著我馬車來。」

林 則 徐（1785 年 8 月 30 日 － 1850 年 11 月 22
日）
，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區）人，是中國清朝
後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詩人，官至一品，曾經擔
任湖廣總督、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兩次受命
欽差大臣；因為主張嚴禁鴉片及抵抗西方列強
的侵略，在中國有「
民族英雄」
之稱譽。
1839 年，林則徐於廣東禁菸時，使外國鴉片商
人交出鴉片銷毀，成為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爆發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原因。後來被流放到新疆，
也曾為水下道出了一番努力。

這一首新疆民謠「馬車伕之戀」
，易學易唱，是
名作曲作詞家／王若賓當年看到鐵路工人的
辛勞而為建鐵路工人作了這首歌曲，鼓勵他
們，加強他們的士氣。其實達坂城只是一個小
鎮，一條街兩排房子和商店，是那首「達坂城的
姑娘」
把它唱得家戶喻曉。

林則徐年譜：「見沿途多土坑，訽其名曰卡井，
能引水橫流者，由南而北，漸引漸高，水從土中
穿穴而行，誠不可思議之事查吐魯番境內地
畝，多係掘井取泉，以之澆灌，名曰卡井，每隔
丈餘，溝挖一口，連環導引，水由井內通流，其
利甚溥，其㳒頗奇，為關內關外所僅見。」

「不到新疆不知西域風采，不登紅山不知烏魯
木齊妝容。」紅山位於烏魯木齊市區中心，它像
一條巨龍橫臥東西。紅山西端斷崖呈赭紅色故
稱紅山，頂上的寶塔建於 1788 年。林則徐漢白
玉全身雕像，竪立在紅山的東北側，雕像側面
刻有林則徐寫給友人的詩句:「任狂歌，醉臥紅
山嘴，風勁處，酒鱗起。」

(話外話) 忽然想起林則徐說過一段發人深省
的話：「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
益增其過。」
何其超越的道理！
額敏塔又名蘇公塔，1777 年建成，是新疆境內
伊斯蘭教現存規模最大的塔，使用少量木材
外，主要使用青灰色條磚砌成，造型別致，美觀
大方：塔身圓台狀，高 37 米，底部直徑 10 米，塔
內有螺旋形階梯 72 級通達頂部，外表分層砌出
三角紋，四瓣花紋，水波紋，菱格紋等十多種平
行的幾何圖案，具有濃厚的維吾爾族藝術風
格。

到了烏魯木齊的隔天就下了場瑞雪，李導笑說
是歡迎各位光臨烏魯木齊。當車輛往吐魯番開
竟然下起雨來了，
（整年也不下一次雨的吐魯
番，竟然下了一陣綿綿細雨)又是歡迎我們到來
吧！哈哈！車子繼續往前邁進，到達吐魯番三十
里風區，大部分車隊會下車到這個休息站小息
一回，因為這裡有熱水供應，大家都拿著熱水
瓶裝熱水喝或買一些紀念品、零食等。

經過壯闊的戈壁，戈壁灘……舟車勞頓的……
終於來到了炙熱無比的火焰山，也看到唐僧、
孫悟空、牛魔王，鐵扇公主的銅像 100 公里長戈
壁，四周寸草不生，以前「西遊記」在這裡攝影
幾個月，可想而知工作人員的汗水可真的蒸發
不少啊！

坎兒井是二千多年前古代吐魯番、哈密盆地各
族人民在乾旱自然條件下，開創應用並不斷的
地下引水工程。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全彊坎
兒井曾達到 1784 條，暗渠總長度約 5272 公里，
與長城、大運河並列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為
各民族稱為「
生命之泉」
。

這裡是名符其實風區，風好大也很冷呀！指揮
交通的年輕警察被風吹得前仆後仰，左右搖
擺，還是得非要站崗值勤，看到心裡很不忍心。
回頭看到建築前面旁刻在牆上七個大大的字
「
笑 敖 狂 風 顯 真 情」
。

烏魯木齊環山帶水，古老的烏魯木齊河自南向
北，從市區穿過。城東是海拔 5400 多米的博格
達峰，晶瑩閃光，極為壯觀；城南有雄偉壯麗的
天山山脈，薄薄皚白雪覆蓋雪峰；城西有充滿
神話色彩的妖魔山；城正中有紅山，小巧而陡
峭。山頂有一座九級磚塔，對面也有一座磚塔，
稱鎮龍雙塔，互映襯著遠處的雪山。

交河故城，它曾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生土
城市，是全中國唯一保存有漢代城市遺址的文
物單位，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古代城市的僅有標
本，故址分佈於一個柳葉形的孤島台地上，周
圍有深約 30 米的河谷環繞，故城遺址長約 1650
米，最寬處約 300 米，建築遺址面積約 38 萬平
方米，四周崖岸壁立，形勢險要，易守難攻，建
於公元前 2 世紀，14 世紀毀於戰火。交河故城
於 1961 年 3 月 4 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列
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裡是「亞洲最大」風力發電，在世界是第二
大，僅次於荷蘭的風力發電廠。這裡有六、七百
支風力發電的風車，迎風佇立在廣袤的曠野
中，非常壯觀。許多年前一對外國夫妻來到這
邊，看到戈壁灘上的 地勢關係，很適合風力發
電，多方建議和互相努力下，有了今天的成績，
這對夫婦的付出功不可沒。多數風車是從荷蘭
進口的，在新疆有著廣闊的前景，被稱為“綠色
能源”
的風力發電。
繞過達坂城，彷彿聽到「達坂城的石頭……硬
又 平 啦，西 瓜 大 …… 又 甜 呀！那 裡 有 位 姑 娘

亞特蘭大

百福 國際旅行社

Buford International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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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