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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四海，
你开车来我订房

“上班时间不遗余力
工作，
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就
赶紧旅游。现在，
旅游是我
最大的爱好。
”
河南洛阳65
岁的邢鲁奇退休后被医院
返聘，
虽然平时总是忙忙碌
碌，
可他还是挤出时间去旅
游，
已经去了中国大部分地
方和欧洲的部分国家。
（摘
▲邢鲁奇夫妇自驾游网红
“66号公路” 编自《洛阳晚报》
）

南、广东，都留下了他们落地
后自驾游的足迹。
去年春节前，是他们一家
三口最近一次落地自驾游。
邢鲁奇夫妇和儿子在潮州会
合后，儿子提前定好的神州租
车司机已在机场等待，随后他
们到市内公司办了租车手续，
开启了自驾游。
“因为疫情，今年春节没
能和儿子团聚，盼望疫情尽早
结束，我们还和儿子一起畅游
国内，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
邢鲁奇夫妇说。

宁夏免费发放
自驾游护照

子自驾游，
寻找书中说的
“西夏
王陵”，先到了“万里长城第一
台”的陕西榆林镇北台。后来
去银川看了西夏王陵、西北影
视城，
在中卫游了沙坡头，
走了
一段网红
“66 号公路”
，回程游
了六盘山，
返回洛阳。
每逢双休日，他们会开启
周边游。
“ 就拿巩义的北宋皇
陵来说，除了市中心的景区，
我们还跑遍了散落在各个村
庄的其他陵墓。
”
邢鲁奇说。
两次援疆迷上西北风光
地貌，来到这里，我便迷恋上
去年 8 月，邢鲁奇和妻子
了。”邢鲁奇说，后来，他又援
邢鲁奇的旅游之路，是从
及朋友包了商务车去甘南游
疆了一次，除了工作需要，和
援疆工作开始的。他说，自己
玩。
“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对老
自己热爱这片土地也有关
和妻子进行主题自驾游
退休前忙于工作，除了公务出
年 人 来 说 ，包 车 是 一 种 好 方
系。这次利用节假日，他和同
差，
几乎没出过远门。2016 年
邢鲁奇退休后，只要遇到 式。”邢鲁奇说，一是不像自驾
事们坐大巴四处旅行，很多地
6 月退休后随即被返聘，
当年 8
黄金周、小长假，就会和妻子 游那么累，二是司机有经验，
方，
他还成了向导。
月，
他成为一名大龄援疆医生，
不管开车还是定食宿及行程，
一起自驾游。
到了河南对口援疆的哈密市。 利用假期安排全家游
62 岁的妻子朱鸿业是 16 都比较合理。
“我就利用双休日自驾去
邢 鲁 奇 说 ，工 作 尽 力 尽
为了充分利用节假日旅 年驾龄的“老司机”了，自驾游
周边玩。”邢鲁奇说，他去过敦
时她开车的时间多一些，邢鲁 心，业余尽情游玩，他和妻子
游，
忙碌的邢鲁奇甚至在儿子
煌、巴里坤草原等地，西北的
回国时，
也要先将旅游安排好。 奇负责用手机 App 订食宿、门 的晚年要在云游四海中度过。
风光深深吸引着他。
票等。邢鲁奇说，他和妻子在
“在美国的儿子每年春节
“那年刚好赶上国庆节放
达人经验谈
出游前会定个主题，一般避开
前会回国探亲，
但我的假期有
假，我和朋友们包了车，自驾
1.自驾游有两件东西应
去北疆转了一大圈。”邢鲁奇 限，干脆跟他商量好，先去国 热 门 目 的 地 ，例 如 齐 鲁 观 山
带上：备用电源防止车辆电
说，他们去了喀纳斯湖、克拉 内一个地方旅游，然后再回洛 游，他们一路向东，看了山东
境内的各个名山，除了泰山， 瓶没电，充气泵保证随时给
”
邢鲁奇说。
玛依，走了独库公路，去了那 阳。
轮胎充气。
梁山、
五莲山等。
近年来，每年春节，儿子 还有沂蒙山、
拉提草原、巴音布鲁克、库尔
2.携带常用药物：消炎
有时，他在节目或书里看
从美国直接飞到目的地附近
勒等地。
药、
胃肠道药、
感冒药及外
“草原、荒漠、雪山、森林、 的机场，他们夫妇则从洛阳或 到 一 个 地 方 ，就 会 去 那 里 转
伤救急药。
去年国庆节，
他和妻
湖泊……还有丹霞或喀斯特 郑州飞过去。云南、福建、海 转。例如，

日前，宁夏回族自治
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区内
26 家 A 级旅游景区、15 家
星级（旅游）饭店、6 家星级
乡村旅游示范点和乡村民
宿等共同推出的宁夏自驾
游护照发行，
自驾游爱好者
可到自驾游俱乐部免费领
取，
有效期1年（2021年1月1
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有
效期内不限使用次数。
宁夏自驾游护照主要
发行区域涵盖陕西、甘肃、
内蒙古、青海、山西、河南、
四川、重庆、北京、天津、河
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等省区市，首期发行 2 万
册。发放以惠民为主，适
用于 7 座（含 7 座）以下车
型自驾游客使用，使用时
需同时出示护照及护照首
页所填的车辆行驶证；自
驾游客凭护照可免护照所
含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
票，随行游客可享受景区
首道门票 8 折左右优惠，
部分景区二次消费 8 折、
风情木屋 6 折等优惠；在
护照所含饭店及乡村旅游
示范点用餐可享 5—8 折等
诸多优惠。咨询电话：
0951-6727898。
（摘 编 自
《新消息报》
）

与布拉特草原
来场约会
二月的昭苏（昭苏县位于新疆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西南部），阳光明媚，
空气清新，是走到户外的好时机。昭
苏草原因四周被汗腾格里山和乌孙
山、阿腾套山、查达尔山襟抱，日均气
温不超过 24℃，形成独特的“天然氧
吧”，是中国少有的“西域净土”，被世
人誉为
“空中草原”
。
进入昭苏境内，您就会看到公路
旁的高坡上矗立着一匹腾空而起的汉
白 玉 天 马 雕 塑 ，这 便 是 昭 苏 地 标。
2003 年昭苏县被农业部命名为
“中国
天马的故乡”
。春天的昭苏草原正值油
菜、
小麦的生长时节。百万亩油菜花海
和翠绿色小麦起伏跌宕，
一条宽宽的黄
缎过后是宽宽的绿绸，色彩随着起伏
的土地跳跃，
流向远方。
原生态的布拉特草原是昭苏草

原的精华。走进布拉特，宛若走进人
间仙境。布拉特在哈萨克语是“草壮
繁茂”之意，它深藏西天山腹地，面积
3200 平方公里，
将反差巨大的寒冷与
炎热、
干旱与湿润、
荒凉与秀美、
壮观与
精致奇妙地汇集在一起，
展现出独特的
自然美。山峦连绵起伏，草甸繁花绽
放，
云杉苍翠欲滴，
犹如一幅大气磅礴
的天然画卷。草原尽头是夏塔大峡谷，
谷道石林瀑布天然饰成，
冰川岩画鬼斧
神工，悬崖峭壁极为险峻；
谷内森林密
布，
溪水潺潺，
松涛鸟鸣。蓝天、
白云、
雪
山，
与辽阔的草原交相辉映，
置身其中，
能让您忘却疫情宅家生活的无聊。
来到昭苏，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白
石峰国家森林公园，
以及细君公主墓、
图拉苏冰川也值得一去。
（新疆昭苏
宋伯航 54 岁）

逛博物馆成
“新年俗”
在博物馆里过大年已成为许多
人过春节的选择。春节期间，多地博
物馆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展览、非
遗项目展示和民俗活动。北京地区不
少博物馆在春节延长了开放时间，同
时也采取预约和限流制度。
春节期间观众参观首都博物馆，
均须提前在首都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
进行实名制预约，无预约不得入馆参
观，在预约名额未满时提供现场预
约。不过，仅对老年人或特殊群体在
持有有效证件且符合防疫工作要求的
前提下提供现场登记服务。2 月 26
日元宵节，
观众仍可预约首博夜场，
体
验有奖猜灯谜等节日活动。北京文博
交流馆（智化寺）春节期间采取线上实

名制分时段预约参观方式，每日限额
300 人，
将在 2月26日（正月十五）元宵
节延时开放，
可关注公众号提前报名。
除夕夜，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
天龙山石窟第 8 窟北壁主尊佛首，亮
相春节联欢晚会。作为 2020 年回归
祖国的第 100 件流失文物，
佛首在北京
鲁迅博物馆
“咸同斯福——天龙山石窟
国宝回归暨数字复原特展”
中展览，
展
期至 2021 年 3 月 14 日。观众可通过
北京鲁迅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预约参
观。这件佛首
“诞生”
于山西太原天龙
山石窟，
已有约
“1500 岁”。上世纪 20
年代，在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驱动
下，
天龙山石窟遭到大规模盗凿，
超过
240尊雕像被盗。
（摘编自《北京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