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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宜人的云南是不少候鸟过冬的“伊
甸园”。云南省内最著名的观鸟地要属昭通
市大山包，目前是云贵高原上最大的黑颈
鹤种群越冬地。冬季，在大山包的跳墩河
水库、大海子水库可看到成群结队的黑颈
鹤。到访古城大理，游客们则可以前往鹤
庆县草海湿地，这里曾发现国内最大的一
个紫水鸡种群，还有小天鹅、赤麻鸭、灰雁、
普通秋沙鸭、大白鹭、针尾鸭、琵嘴鸭等60
多种鸟类，大理州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新
华旅游路、草海广场、草海中路4个点是最
佳观鸟地，也是草海湿地拍摄候鸟的理
想场所。

联游推荐：丽江拉市海的候鸟被称为
滇西北之冠。香格里拉纳帕海在方圆不到
2500公顷的湖面上，聚集的鸟有时超过 6
万只。西双版纳观鸟线路难度比较低，最
大亮点是位于勐腊县勐仑镇的中科院版纳
植物园，由于环境优美、一年四季都鲜花盛
开，加上热带鸟类色彩鲜艳，非常适合拍鸟
爱好者前来拍摄漂亮的“花鸟图”。整条路
线还包括普洱的菜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
野象谷景区、望天树景区等。

编辑插嘴：观鸟活动一般指人们利用
望远镜等光学设备，在尽可能避免惊扰鸟
类的情况下，对野生鸟类及其生存环境进
行观察和记录。观鸟活动的内容则包括观
察鸟类的形态、鸣叫等。对一般的鸟类爱
好者来说，通过参与观鸟活动，对鸟类进行
观察，可以进一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在尼泊尔游览时，导游曾
五次安排我们观赏日落与日
出，这是我在其他国家旅游时
没有遇到过的。不少旅店大
堂告示上的内容，不是第二天
的天气预报，而是Sunrise（日
出）与Sunset（日落）的时间。

尼泊尔的日出有一种独
有的美，与其地处雪域高原
有一定关系。太阳在霞光里
露出自己的面孔前，先是把
远处雪山的巅峰涂抹上一层
柔柔的橘黄，像只无形的手
将火炬点燃，一座接着一座，
每座“火炬”被点燃时，远处
观赏的人群都会发出一阵欢
呼，十分有趣。然后，朝阳才

从橘黄的云彩里露出她的真
容，先是弯弯的一道橘黄，比
霞光的颜色要深，也更有质
感些。这时的太阳更像一顶
扁扁的、弧形的草帽，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顶“帽子”慢慢
变得大了、圆了，最后变成一
个没有丝毫缺陷的圆形。

在嘎库特，我凌晨四点多
起床看星星。到达最佳的观
景点后，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
了：这是我生平从未看到过的
夜空，星星又亮又密，离你又
近，似乎爬上身旁的小楼，就
可摘到它。我试图在空中指
认出“启明”与“北斗”，但还是
放弃了。就在我为眼前的景

象所陶醉时，突然发现离我不
远处的一幢楼房的房顶升起
了薄薄的雾气，星星也黯淡了
许多，又过了几分钟，满天星
星竟神奇地全部消失了。我
跨前几步，想看看楼下街市的
灯光，它们也不见了踪影。一
时间，整个天空都被沉沉的黑
幕遮盖。周遭又黑，又静。

我没有回房，而是站在原
地，过了一会，我前方的“黑
幕”被一只巨手悄无声息地撕
开了一道缝，缝隙里渐渐地透
出悠悠的光亮，先是淡蓝色，
慢慢地变幻成“喜色”……远
处，显现出鱼肚白，又会是一
个艳阳天！

如今，廉价航空公司常推
出各种促销活动，令出行的游
客受益。但如何选择一款适
合自己的廉价航空公司，除取
决于旅游目的地之外，还要比
较各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此
次选择较为常见的亚洲航空、
新加坡酷航、春秋航空、九元航
空进行对比，给游客参考。

航线方面，春秋航空优势
较大，目前国内航线有250多
条，国际及地区航线65条。亚
洲航空在中国飞行 72 条航
线。酷航每周往返新加坡和

中国大陆航班约 150 个班
次。九元航空以广州为中心
辐射全国，目前已有30多条国
内航线。

廉价航空的特点之一就
是机上不提供餐饮，由乘客根
据需要自行购买。餐饮方面，
亚洲航空优势明显，20-30元
一份。酷航套餐价格约人民
币60元。春秋航空的中西套
餐等价格在35-39元，小吃价
格在20-35元。

行李方面，酷航最有优
势。亚洲航空提供 7 公斤手

提行李限额，托运行李额可以
按需购买。乘坐酷航的乘客
可以带最多两件总重量不超
过 10 公 斤 、体 积 不 超 过
54cm×38cm×23cm 的手提
行李进入机舱。春秋航空的
国内航空普通舱手提行李免
费 ，但 规 定 规 格 为 20cm ×
30cm×40cm，商务经济座手
提行李尺寸为20cm×40cm×
55cm。九元航空可携带限额
为7公斤随身行李，体积不超
过 20cm×30cm×40cm。（摘
编自《南方都市报》）

九寨沟景区对散客开放
11月28日，九寨沟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发布《九寨沟景区
关于部分区域对外开放（试
运行）补充通告》，景区从 11
月 28日起开始对散客开放，
单日游客接待最大限量由
8000人次调至2万人次。目
前，九寨沟景区门票执行淡
季门票，门票价格为 80 元/
人，车票80元/人，门票、车票
实行全网实名制预购。游客
须登入阿坝旅游网（www.
abatour.com）录入二代身份
证或户口簿、护照等信息预
定。（摘编自《华西都市报》）

甘肃多数景区门票半价
惠民 为了让游客更好了解
甘肃冬春季旅游资源，甘肃
省文旅厅打造了十大冬春旅
游主题产品，并共同策划推
出200多项文化旅游特色主
题活动，一直持续到2020年
3 月底。此外，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敦
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雅
丹世界地质公园、玉门关等
超过100家景区实行门票半
价优惠。全省400多家星级
酒店和旅游企业推出大幅度
打折促销优惠措施。（摘编自

《经济日报》）

选廉价航空，看价格还看服务

在尼泊尔品味独特日出

■旅游资讯

随着气温下降，天空中
翱翔的候鸟又在继续着年复
一年的迁徙旅程，而人类的
观鸟活动也开始进入一年中
的高潮。全球候鸟迁徙线路
主要有八条，其中三条就从
我国经过，分别为东非—西
亚迁徙线、中亚—印度迁徙
线、东亚—澳大利亚迁徙
线。不少景区都是观鸟胜
地。还等什么？出发！（摘编
自《青岛早报》《羊城晚报》）

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主办的2019年鄱阳湖
国际观鸟周活动将于12月
6-10 日在江西举办，活动
主会场设在南昌市，并于九
江市、上饶市共设置 13 处
观鸟点。鄱阳湖是国际重
要湿地，每年约有 60 多万
只候鸟来此越冬，白鹤、东
方白鹳种群数量分别占全
球总数的 98% 和 95% 以
上，正所谓“鄱阳鸟，知多
少，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
不见湖边草”，所以鄱阳湖
又拥有“鹤之王国”的美
誉。还可以观赏到白琵
鹭、灰鹤、雁鸭、天鹅等水
鸟，11 月底至次年 2 月底
都是最佳时期。

联游推荐：从鄱阳湖前
往婺源，不但有候鸟，大面积
蓼子花也竞相开放，景色迷
人，走进婺源更如同水墨画
中观鸟。新余市仰天岗国
家森林公园内拥有丰富的
森林资源，被誉为城市的天
然氧吧，冬日里到“绿肺”中
吸吸氧，也是不错的选择。
另外，庐山也迎来了一年中
最美丽的时节，霜染的红叶
编织成色彩斑斓的画卷。

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凭借优越的
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生态环境，使得这里
的鸟类资源尤其是珍稀、濒危鸟类资源
异常丰富，每年迁徙过境的候鸟总量最
多时达600多万只，被鸟类专家形象地
称为鸟类的“国际机场”。 11月份开始

进入候鸟迁徙的高峰期和“黄金季”。目
前，在黄河入海口发现的天鹅有大天鹅、小
天鹅和疣鼻天鹅三种，大天鹅最多，主要分
布在大汶流、黄河故道、飞雁滩等地。伴随
着成群结队的天鹅“咯咯”长鸣声，你可以
站在专门的观鸟点进行观赏、拍摄。

联游推荐：在黄河口生态旅游区，不
能错过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鸟类博物
馆，你可在这里充分学习，探寻缤纷多彩
的鸟类世界。此外，黄河古道天然柳林
也值得一走，这里是沿海新生湿地自然
植被区，还拥有成片上万亩的红地毯以
及大面积的人工刺槐林，是我国及世界
上研究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形成、演
化及发展规律的最佳场所。

观鸟季

“鹤之王国”蔚为壮观

推荐3 云南昭通

推荐2 东营黄河三角洲 黄龙入海群鸟齐飞

花鸟相映美轮美奂

近日，全国 210 个城市
联合推出的 2020 锦绣江山
全国旅游年票正式发行，
每张售价 128 元。凭年票
在 2020 年内可免门票畅游
28 个 省 市 的 1400 多 家 景
区场馆，其中上千家公园、
游乐园、博物馆全年免门
票不限次。

2020 全国旅游年票按
省份推出黑龙江版、云南版、
安徽版、河南版、东北版、华
东版、西北版等21个版本，各
省在全国共享景区的基础
上，增加了富有地方特色并

仅限本地使用的专属场馆。
同时，年票实行一人一卡制，
购票后贴上自己的一寸照
片，覆盖防伪授权章后即可
全年使用，有效期自2020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部分
景区将提前启用。持年票到
景点刷卡进入，不用注册激
活，也无需陪同预约。

年票涵盖北京十三陵、
居庸关长城、国家动物博物
馆等景点。此外，年票官网
和微信公众号将实时更新、
不断增加新的景区场馆。（摘
编自《中国青年报》）

2020全国旅游年票发行

回望2019，在诗与远方的征程上，有陪伴，有感动，
也有收获，值得我们记录下那些难忘的瞬间。旅游版

“一直在路上”专题欢迎您投稿讲述今年的旅途故事。
投稿邮箱：lvyou@laoren.com。

征稿

跟着驴爸

走世界
范良君，湖南长沙人，1947年生，退休

后当起“驴爸”，10年间行走70余国，并且边看边写，先
后出版了《还愿西欧》《目标南极》《峡湾短笛》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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