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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眼中，冬日的北欧
是一个童话般的存在，因为冰
雪，也缘于那一份静谧。

此次北欧行，虽然只踏足了
芬兰和冰岛两个国家，却也在脑
海中勾勒出了北欧印象的轮廓。
签证、机票、酒店、攻略，全部
由我们自己准备的这次自由行，
也将在我生命中留下一段深刻的
记忆。

四五个小时的太阳

冬天的北欧以冰雪而闻名，
但第一次落地赫尔辛基机场的时
候，我们却被这里的夜幕所吸引。

芬兰位于北半球的高纬度地
区，冬季的日照时间只有四五个
小时，加上当时有些阴天，下午
三点不到的窗外已是暮色渐浓。
日照时间随着我们继续北上罗瓦
涅米，则愈加短暂，愈显珍贵。

夜宿圣诞老人村，黑夜中，
游客的笑脸与淡黄色的灯光相映
成趣。

偶有车辆从身边经过，车灯
打出的光柱与飞舞的雪花碰撞，
营造了一个精灵跳跃的世界。

位于罗瓦涅米的圣诞老人办
公室里，期待与圣诞老人合影的
人排起了长队。这里的圣诞老人
都是持证上岗，每天跟来自世界
不同地方的游客会面，基本的中
文词语说得十分流利。

在芬兰适应了短暂的白天时
光，到了冰岛，我们似乎已经习
惯了冬天里“偷懒”的太阳。

许多来过冰岛的人都说，冰
岛的风景像是不属于地球一样，
当真正踏足这片土地的时候，我
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冰岛的冬天，气温并不低，
但风真的不小。走出雷克雅未克
的凯夫拉维克国际机场，天刚蒙
蒙亮，刮了一夜的风丝毫没有停
下来的意思。

开车穿行在冰岛的公路上，
几乎每一处都是风景，白雪、绿
色的苔原、蓝色的大海、黑色的
沙滩……无一不让人兴奋。怪不
得，租车公司给的注意事项里有
一条特别提示：驾驶员要专注驾
驶，因为冰岛的路上都是风景。
此言的确不虚，初次来冰岛自
驾，对专注自己的注意力的确是
一个挑战。

冬季来冰岛，很多人都希望
能看到绚丽的极光。幸运的是，
我们看到了。夜幕降临，当我停
下车，关闭车灯抬起头的时候，
那道绿色的光芒隔着前挡风玻璃
在向我们招手。

那一瞬间，似乎所有的感觉
都被这一束束美丽的光芒所带走
了。一觉醒来，窗外的极光依然
在飞舞，要形容那一刻的感觉，
似乎所有的词语都少了一分色彩。

冰岛的冬日，白天的太阳是
谦虚的，它把更广阔的天空让给
了漫漫长夜的极光。

最暖的是人心

旅行目的地独特的风景的确
能在第一时间给旅行者带来震
撼，但真正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有关这里生活的方方面
面。我也不例外。

在此次出游之前，我便从网
上获知，芬兰的VR极地小火车体
验不错。正好，我们的行程中也
有从赫尔辛基到罗瓦涅米的一

段。飞机固然可以节省交通时
间，但坐火车不失为另一种独特
的体验。

听 说 圣 诞 节 前 后 的 票 很 紧
俏，所以我提前在芬兰VR火车的
官网订好了票。在订票页面，我
第一次对 VR 火车有了了解，座
票、卧铺包厢、是否对物品过
敏、是否需要独立卫浴等选项，
让我恍惚间觉得不是在订车票，
而是在选酒店。

眼前的VR火车停靠在赫尔辛
基中央火车站，一节节淡绿色的
车厢看起来很漂亮。在中央火车
站坐车，不需要检票，直接上车
即可，很多临时买票的人也都可
以直接在自助机上完成购票。

VR 火车的卧铺车厢是两层
的，下面一层有独立卫生间和公
共洗浴间，上面一层则是拥有独
立卫浴间。

曾经无数次想象，在火车上
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是如何放得
下如此多的设施，但当我打开卧
铺包厢房门的一瞬间，一切都尽
在眼前了。洗漱台、洗手间、放
置行李的角落……所有的空间都
被利用得恰到好处，而且车厢里
的温度也是可以自行调节的。

往返罗瓦涅米，我们乘坐的
都是VR火车，望着窗外不断变幻
的风景，我们被如此精细的人性
化设计所触动。

赫尔辛基的公共交通同样无
需检票，但是会有工作人员不定
时上车抽查。在这里，考验的是
大家的自觉，同时也是大家对信
用的尊重。

冬季的北欧，与冰雪美景相
伴的，也有可能是令人棘手的天
气和路况。好在，冰岛政府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天气和路况，
给每一位驾车出行的人提供了足
够的帮助。

这一路上，我们收获了不少
温暖。这温暖是在哈士奇雪橇体
验的购票小帐篷里与工作人员的
畅聊，这温暖是素未相识的游客
主动帮我们拍照，这温暖是驾驶
特殊汽车带我们探秘冰岛蓝冰洞
大叔的开怀大笑，这温暖也是冬
雪后租车公司放在车中的那一把
小小的雪铲子。

想念家的味道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对一千
个人来说，可能有一千个答案。
于我而言，旅行让我更好地理解
了“家”的意义。

在异国他乡呆上几天，最先
想家的，是自己的胃。连续吃了
多天的西餐，特别盼望能够吃上
一口热乎的中国菜。对食物的思
念，其实也是对家乡的思念。

圣诞节前的平安夜，雷克雅
未克市区的大多数餐厅和超市都
处于放假状态，这时候正是寻找
中餐厅的好时机，因为大多数的
中餐厅还是营业的。

当面前的餐桌上摆上了筷子
的时候，这两支小小的木棍似乎
连接起了我和祖国。

打开手机搜一搜，还别说，
雷克雅未克的中餐厅并不少。其
中有一辆路边的快餐车，是很多

人推荐的中餐好去处。
我们按图索骥地找到这里，

煎饼、羊肉串、煎饺，虽然只有
简单的三样食物，却也让我们直
流口水。这辆餐车是由一对中国
夫妇开设的，他们已经来到冰岛
工作十多年，虽然餐车只开了一
年的时间，但已经有很多来到冰
岛的中国人前来光顾。

冰岛的朋友告诉我，圣诞节
是他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这就
像我们马上要到来的春节一样。
走在雷克雅未克的大街小巷，透
过玻璃可以看到很多房间里庆祝
圣诞的装饰。

我想，此时此刻，身边这座
三层小楼里的家庭，一定正沉浸
在节日的欢乐中。如果他们看到
正在旅途中的我们，不知又会作
何感想？

在冰岛自驾的路上，我们遇
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
者，大家互相谦让，礼让对方的
一个手势、一个信号灯都让人难
忘。虽然不知道每个人为什么出
发，为什么来到这里，但我知
道，大家都很享受在路上的感
觉，而且，这一刻，每个人心中
的“家”都会比平时更有分量。

上图：冰岛钻石沙滩
左图：冰岛间歇泉

芬兰夜·冰岛风
本报记者 刘发为文/图

芬兰夜·冰岛风
本报记者 刘发为文/图

巍 峨 的 天 山 是
大地的脊梁，匍匐
在它脚下的安集海
大峡谷便是大地的
脉络。峡谷里流淌
着天山雄浑的“血
液”，犹如一条多彩
的飘带，在天山北
坡上尽显风采。

安 集 海 大 峡 谷
距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沙湾县城约 80 公
里，从天山的雪水
流经安集海河，冲
出 一 道 深 深 的 峡
谷，取名安集海大
峡谷。

我们沿省道 312
的红山煤矿路口向
南，向着白雪皑皑
的天山前行。几座
洁白的毡房散落其
间，宛若耀眼的珍
珠，美得让人心颤。

一 道 深 深 的 峡
谷出现在了路的东
侧，这便是有名的安集海大峡谷。沿一条盘
旋而下的小路下至谷里，抬头向上望去，两
侧崖壁高耸陡立，砂石陡峭，瘦石嶙峋，尤
为壮观。裸露着的赤色、褐色的砂岩，如一
层层的彩色斑纹，经历上万年雨水侵蚀和冲
刷，像大自然的彩笔描出的彩色图画，在阳
光下灵动飘逸，清晰的褶皱、勾勒出的图
纹，尽显苍劲和壮美。

峡谷的最深处约有三百多米，纵横交错
的沟壑和褶皱，从顶部一直延伸至底部。谷
底最窄处也有一百多米宽，分布着十几道弯
弯曲曲的流水，像柔美的线条，又如同龙行
蛇影。如从上向下俯视，若流线编织的美
图，又像印象派大师的画作。

陡立险峻的峡谷，像是谁用巨大的利斧
把大地辟开摆在面前，令人震撼。阳光下，
红色、褐色的崖壁仿佛变幻的幕布，展示出
大自然的诡秘和神奇。多彩的大峡谷，宛若
飘渺梦幻的仙境，气势磅礴，撼人心魄。谷
里行驶的汽车犹如一只只小甲虫缓慢前行，
不规则的流水像抛出的白线，时而交汇、时
而分开，如同网状的图案。

崖壁上赤色的砂石被雨水冲出一道道流
水纹，像一组组宏大的浮雕作品，让人赞
叹。颜色相间的褶皱，也顺着流水纹变换出
色彩清晰的花纹。

峡谷最美的风景要数黄昏。夕阳西下，
红彤彤的霞光涂抹在了峡谷边的草地上。崖
壁表面的砂石在红霞的浸润下，愈发红润耀
眼，有了玉石般的质感，像一面面精美的艺
术墙体。密密的流水纹也变得色彩斑斓，像
一幅幅巨大的壁画。

此时，谷里的一条条细流，如女子纤细
的手指轻轻拨动琴弦，潺潺的流水声像弹奏
出清脆悦耳的乐曲，天籁般回荡峡谷之中。
霞光浸染的流水如通体红艳的玉液，流淌在
薄雾里，美得让人拍手叫绝。两旁耸立的山
峰犹如身穿红衣的女子，深情地遥望着天山
母亲，守护着身边的大峡谷，站成一种永恒
的姿势。

从天山脚下绵延向北的安集海大峡谷，
是安集海河的杰作，它以强劲的脉搏之音传
递着安集海大地上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用
天然的颜色，描绘着天山北坡最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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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许 慧） 日前，由
四川省乐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乐山广播电视台主办
的 2020 年乐山市新年音乐会在
乐山大佛剧院举行。

音乐会在欢快的 《北京喜
讯传边寨》 中拉开了帷幕，来
自意大利米兰交响乐团的表演
赢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随
后，《卡门组曲》等演出轮番上
演。此次乐山之行，乐团除了
增加 《茉莉花》 等经典国风乐
曲外，在现场还特别演唱了四

川经典名曲。
十六载的相伴相依、十六

载的岁月沉淀，乐山市新年音
乐会已经成为了广大市民和游
客的一份期待。去听一场新年
音乐会，感受浪漫的故事，在
这里倾听同一个音符，共赴一
个盛宴。

乐 山 是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也有着世界文化与自然双
重遗产，文化底蕴厚重。这些
文化遗产构成了乐山文旅资源
的独特精华，造就了乐山独有

的“名山、名佛、名人、名
城、小凉山彝族文化”五大文
化品牌。很多游客专程来乐山
体验当地的民谣文化，彝族民
歌已经成为乐山吸引游客的一
张名片。

四川乐山音乐迎新

素有“高原明珠”之称
的泸沽湖，湖水清澈、晶
亮，颗颗卵石似粒粒宝石；
从湖底生出的水草，在水里
柔柔地飘荡；水草间成群的
小鱼儿穿梭往来。

为了保护水资源，当地
政府禁止使用机械化的船只
载客，而是用一种最古朴的
手划船方式 （猪槽船） 把游
客带到湖中欣赏美景。

当游船缓缓地滑行于碧
波之上，远远观望湖中的小
岛，形态各异，林木葱郁，
翠绿如画。身临其间，水天
一色，清澈如镜，徐徐飘浮
于水天之间的摩梭民歌，使
其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宁
静。 张小灰摄

水天一色水天一色

冬日，仙霞山脉依然青葱，浙西的
江水在凌晨五点的大雾中开始苏醒。

一叶小舟穿梭于白色的水雾，一盏
青灯微明于墨色江面，渔人的蓑衣像是
过去的铠甲，古老而沧桑。在缓缓流逝
的江水中，四周寂静无边。

我和渔人在江中心停留，凝望江
面，水雾一片茫茫，彷佛置身天上瑶
池，又似在缥缈的梦境中徜徉，笔架
山、双蝶峰、牡丹台诸山身姿绰约，朦
胧可见，时光此刻凝成一幅水墨丹青。

记忆中，这里的江水离天空很近，
俯身可掬一朵白云，低首可揽一轮明
月。两岸青山倒映其中，山间屋舍俨
然，木叶婆娑，野花似火，红绿相间，
在明镜般的江面，四季纷呈，一切似乎
都可容纳于水的世界中。

百里乌溪江，亦有无声处的安宁。
你瞧，在某处无人知晓的角落里，一丛
水边的芦花在风中颤抖，像是在弹奏一
支孤独的曲子，于是，枝头细碎的芒花
纷纷飞舞起来，在北风的缱绻中悄悄降
落，之后漂浮在江水之上。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一瓣
红梅，一片黄叶，一根枯藤。生命，有
些在冬天绽放，有些在冬天枯寂，无论
枯荣，它们都想要选择在一江碧水中开
启新的征程，因为东去的江水将带着它
们去寻找一首未名的诗。

离水岸不远的地方是连片的竹山，
一袭青衫，满山苍翠，即使是在冬天，
它也依然遗世独立，宠辱不惊，虚怀若
谷。细看，方明白竹与水原是一种颜色。

“咿呀，咿呀”，渔人摇着船橹缓缓
向前，涟漪泛起，縠纹清波荡漾，一群
白色的野鸭心无旁骛地在江面凫水，如
丝般清水掠过轻盈的羽毛，这水上的精

灵舒展着自由的羽翼，惬意地享受着大
自然的洗礼，在偌大的天地间飞翔游曳。

多少年过去，剑眉星目的少年成了
白发苍苍的老人，可他还是江水的儿
子，在双手握着木桨的那一刻，他开始
引吭高歌，呼唤之声响彻江面，江水再
次沸腾，白色的鱼鳞开始纷乱闪耀，那
些水底的生灵折射出太阳瞬间的光辉。

渔人，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是江水
虔诚的守护者，没有人比渔人更了解江
水的一切。

坐在船头，江水近在咫尺，用指尖
划过一泓碧水，两端水花轻轻泛起，一
股青草的香气在四周氤氲开来，温度，
不是我以为的清冷，江水是异常的温暖。

“奇怪吧？我们乌溪江的水是有灵性
的。”渔人骄傲地回答我的疑惑。

是啊，谁又会说这孕育生命的水是
没有灵性的呢？这条江的两岸住着一方
子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竹林茅
舍、修篱种菊，躬耕田亩，千百年来，

自然的诗意，在群山峻岭之间随着一江
水浩浩汤汤铺陈开去。

山林之想，云水之乐。在这条名叫
“乌溪江”的河流中，是可以相忘于江湖
了。那一刻，我欲高歌行吟，用尽我所
有的力气，像渔人那样，在蓝天白云之
下穿越壮阔的江面，然后在一个无人知
晓的地方“野渡无人舟自横”。

正思忖间，我惊奇地发现小舟已经
驶离原地很远，回首之处村舍人家已遥
遥不可识。

“这水有尽头吗？”
“可能吧。但我不知道。”这次，渔

人的回答是茫然的。
水的尽头会在哪儿？按照地理资料

的描述，乌溪江会先流入衢江，然后汇
入钱塘江，最后向东驶向大海。

可，那会是它真正的尽头吗？我真
的想沿着水路一直顺流而下，和很久很
久以前的那位苏子，“纵一苇之所如”，
最后直至她的尽头。

大约九点，水气雾岚散去。江上，
碎银点点，来自天际的日光将小船的影
子印刻在水中，孤独又安静。这时，大
约是可以游目骋怀，与友人三杯两盏淡
酒，聊慰平生的。

下图：乌溪江云雾 来自网络

泛舟乌溪江
龚慧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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