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里的冰雪有奇缘那里的冰雪有奇缘

打开中国地图打开中国地图，，毫不费劲就能找到阿勒毫不费劲就能找到阿勒
泰泰：：将目光移向左上角将目光移向左上角，，西北之北西北之北、、祖国版图祖国版图

““雄鸡之尾雄鸡之尾””就是那片辽阔的疆域就是那片辽阔的疆域。。角落里的角落里的
阿勒泰并不寂寞阿勒泰并不寂寞，，随着近年来喀纳斯湖声名随着近年来喀纳斯湖声名
鹊起鹊起，，夏秋旅游季游客爆棚夏秋旅游季游客爆棚。。其实其实，，冬日的阿冬日的阿
勒泰同样别具魅力勒泰同样别具魅力。。进入进入1010月底月底，，纷纷扬扬纷纷扬扬
的雪花便如约而至的雪花便如约而至，，五彩缤纷的大地五彩缤纷的大地，，变身洁变身洁
白如银的雪国白如银的雪国。。

““雪屋雪屋”“”“雪树雪树”“”“雪蘑菇雪蘑菇””……冬日走进阿……冬日走进阿
勒泰勒泰，，仿佛进入纯净的世界仿佛进入纯净的世界，，时间似乎放慢了时间似乎放慢了
脚步脚步，，令人陶醉令人陶醉。。有人说有人说，，有一种雪有一种雪，，叫阿勒叫阿勒
泰的雪泰的雪。。而冬季的中国西北角进入旅游者的而冬季的中国西北角进入旅游者的
视野视野，，也正是因为雪也正是因为雪。。

阿勒泰的雪阿勒泰的雪，，飘自遥远的历史深处飘自遥远的历史深处。。据考据考
证证，，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起源地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阿勒
泰市拉斯特乡至今仍有用毛皮滑雪板滑雪的泰市拉斯特乡至今仍有用毛皮滑雪板滑雪的
传统传统。。这个冬季这个冬季，，当地推出了体验传统的毛皮当地推出了体验传统的毛皮
滑雪活动滑雪活动，，游客在西域滑雪场可体验古人的滑游客在西域滑雪场可体验古人的滑
雪方式雪方式，，近距离观看民间艺人手工锻造毛皮滑近距离观看民间艺人手工锻造毛皮滑
雪板雪板。。古老滑雪也在喀纳斯禾木村精彩上演古老滑雪也在喀纳斯禾木村精彩上演，，
喀纳斯冰雪风情旅游季期间推出的古老滑雪喀纳斯冰雪风情旅游季期间推出的古老滑雪
比赛比赛、、跳雪表演和泼雪狂欢等活动跳雪表演和泼雪狂欢等活动，，可让游客可让游客
尽享冰情雪趣尽享冰情雪趣。。与禾木村一样与禾木村一样，，位于哈巴河县位于哈巴河县
的白哈巴村的白哈巴村，，也是一座自然生态与传统文化共也是一座自然生态与传统文化共
融的村落融的村落。。冬日的白哈巴冬日的白哈巴，，天空湛蓝澄静天空湛蓝澄静、、星星
河灿美河灿美。。置身万籁俱寂的边地置身万籁俱寂的边地，，仿佛穿越时仿佛穿越时
空空。。静看缓缓飘落的雪花静看缓缓飘落的雪花，，遥想当年金戈铁遥想当年金戈铁
马马，，走进白哈巴走进白哈巴，，可与历史对话可与历史对话。。

阿勒泰的雪阿勒泰的雪，，演绎别样的童话故事演绎别样的童话故事。。阿阿
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被称为童话边城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被称为童话边城，，冬雪沐冬雪沐

浴下浴下，，一座座红色一座座红色、、蓝蓝
色色、、黄色等颜色鲜明黄色等颜色鲜明
且造型别致的建筑且造型别致的建筑，，
格外醒目格外醒目，，犹如童话犹如童话
中的城堡中的城堡。。冰雪大乐冰雪大乐
园里园里，，座座冰雕在五座座冰雕在五
彩灯光映射下晶莹剔彩灯光映射下晶莹剔
透透，，游客可在此体验游客可在此体验
制作冰雕的乐趣制作冰雕的乐趣。。城城
外外，，皑皑白雪铺满戈皑皑白雪铺满戈
壁壁，，不时有骆驼慢悠悠走过不时有骆驼慢悠悠走过；；傍晚傍晚，，一弯新月一弯新月
挂在天边挂在天边，，宁静的村庄升起缕缕炊烟宁静的村庄升起缕缕炊烟，，空气中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奶茶香弥漫着淡淡的奶茶香。。冲乎尔镇的冲乎尔镇的““玉树琼玉树琼
枝枝””更不容错过更不容错过，，在这座通向喀纳斯景区必经在这座通向喀纳斯景区必经
之路的小镇之路的小镇，，杨树杨树、、桦树的树枝被冰晶包裹桦树的树枝被冰晶包裹
着着，，仿佛披上一身银饰仿佛披上一身银饰，，置身其中置身其中，，如入仙境如入仙境。。

阿勒泰的雪阿勒泰的雪，，开启丰厚的欢乐盛宴开启丰厚的欢乐盛宴。。福福
海县的乌伦古湖是海县的乌伦古湖是““全国十大内陆淡水湖全国十大内陆淡水湖””之之
一一，，是新疆北部最大的天然渔业基地是新疆北部最大的天然渔业基地。。进入进入
冬季冬季，，几场瑞雪过后几场瑞雪过后，，““冰湖盛宴冰湖盛宴””就将徐徐开就将徐徐开
启启。。白雪像崭新的巨型绒毯白雪像崭新的巨型绒毯，，铺展在湖面上铺展在湖面上，，
一眼望不到边一眼望不到边。。虽然湖面上静默沉寂虽然湖面上静默沉寂，，湖面湖面
下却是鱼儿欢畅下却是鱼儿欢畅，，热闹非凡热闹非凡。。从从 20052005 年开年开
始始，，当地将传统的冬季捕鱼进行包装当地将传统的冬季捕鱼进行包装，，推出冬推出冬
捕旅游文化活动捕旅游文化活动，，““祭湖祭湖”“”“醒网醒网””仪式仪式、、头鱼拍头鱼拍
卖等卖等，，让游客感受让游客感受““踏雪寻鱼踏雪寻鱼””的乐趣的乐趣。。然而然而，，
在鱼宴一条街品过美味鱼宴在鱼宴一条街品过美味鱼宴，，乌伦古湖之行乌伦古湖之行
才算完美才算完美，，红烧五道黑红烧五道黑、、狗鱼炖豆腐狗鱼炖豆腐、、油炸小油炸小
白条……一道道白条……一道道““必吃美味必吃美味””唇齿留香唇齿留香。。湖畔湖畔
还有专门出售冷冻鱼还有专门出售冷冻鱼、、风干鱼的商店风干鱼的商店，，阿勒泰阿勒泰
的味道随时都可以拎走的味道随时都可以拎走。。

““莫言塞外风雪稠莫言塞外风雪稠，，自有美景比杭州自有美景比杭州。。””当当
年年，，元代道教领袖丘处机西行途经阿勒泰时元代道教领袖丘处机西行途经阿勒泰时，，
写下这样的诗句写下这样的诗句。。如今如今，，阿勒泰的雪晶莹依阿勒泰的雪晶莹依
旧旧，，韵味已然大不同韵味已然大不同。。

有一种雪，叫阿勒泰的雪
□ 乔文汇

我是黑龙江省呼玛河流域土生土长的鄂我是黑龙江省呼玛河流域土生土长的鄂
伦春人伦春人。。如果让我介绍一下家乡的冬天如果让我介绍一下家乡的冬天，，推推
荐一下呼玛的旅游产品荐一下呼玛的旅游产品，，那我需要认真地思那我需要认真地思
考和理性地推荐考和理性地推荐，，因为这款当地因为这款当地““特产特产””必须必须
是是““冰火两重天冰火两重天””。。

先说先说““冰冰””。。呼玛县在中国最冷的十大呼玛县在中国最冷的十大
城市中城市中，，排名第四排名第四。。11月份平均温度零下月份平均温度零下2424
摄氏度摄氏度。。从地理位置来看从地理位置来看，，呼玛位于漠河呼玛位于漠河
与黑河之间与黑河之间。。中国北极村在漠河中国北极村在漠河，，因地理因地理
最北最北，，““找北找北””成为其主打品牌成为其主打品牌；；黑河黑河，，新旧新旧
瑷珲瑷珲，，书写着我国近代一段屈辱的历史书写着我国近代一段屈辱的历史，，令令
人永远铭记人永远铭记；；今天的黑河口岸今天的黑河口岸，，因中俄睦邻因中俄睦邻
友好友好，，未来发展不可估量未来发展不可估量。。呼玛县得天独呼玛县得天独
厚厚，，不仅与这两个地方有一样的自然风光不仅与这两个地方有一样的自然风光，，
还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资源还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资源。。如果你想北如果你想北
上上，，一定要选择这条线路一定要选择这条线路，，沿着国境线沿着国境线，，从从
黑河黑河，，经呼玛经呼玛，，抵漠河抵漠河。。夏天推荐自驾夏天推荐自驾，，冬冬
天天寒地冻天天寒地冻，，路况不熟路况不熟，，有一定风险有一定风险，，最好最好
由本地司机驱车由本地司机驱车。。

呼玛冬季周期长呼玛冬季周期长，，1010月月11日就开始供暖日就开始供暖，，
直到第二年五一停暖直到第二年五一停暖，，长达长达88个月供暖期个月供暖期，，称称
之为之为““漫漫冬季漫漫冬季””一点不为过一点不为过。。你要问你要问，，你们那你们那
儿的冬天到底多少摄氏度儿的冬天到底多少摄氏度，，印象中二三十摄氏印象中二三十摄氏
度稀松平常度稀松平常，，请注意我会忽略请注意我会忽略““零下零下””两字两字，，因因
为太长的时间都是零摄氏度以下为太长的时间都是零摄氏度以下，，以至于我们以至于我们
都懒得说了都懒得说了。。就如就如20172017年年66月份大兴安岭的月份大兴安岭的
部分地区还下了雪部分地区还下了雪，，为此这里的人自嘲道为此这里的人自嘲道，，这这
里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里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冬季和大约在冬
季季””。。每年还有那么几天是零下每年还有那么几天是零下4040摄氏度左摄氏度左
右右，，我们形象地称之为我们形象地称之为““冒白烟冒白烟””。。有的人会用有的人会用
劈头一棒形容身处零下劈头一棒形容身处零下4040摄氏度的感觉摄氏度的感觉，，有有

的人觉得当时自己一下蒙了的人觉得当时自己一下蒙了，，仿佛大脑冻得都仿佛大脑冻得都
停止转动停止转动。。如果你未曾经历这样的寒冷如果你未曾经历这样的寒冷，，那么那么
我建议我建议，，与其带着这样的疑问与其带着这样的疑问，，不如亲自体验不如亲自体验

““寒冷寒冷””这个旅游产品这个旅游产品。。
呼玛就在黑龙江岸边呼玛就在黑龙江岸边。。黑龙江的支流之黑龙江的支流之

一呼玛河一呼玛河，，孕育着勇敢善战孕育着勇敢善战、、淳朴善良的鄂伦淳朴善良的鄂伦
春族春族。。最近最近，，呼玛县还举办了呼玛县还举办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中中
俄冰雕雪雕大赛俄冰雕雪雕大赛，，重点推送和打造呼玛县的重点推送和打造呼玛县的
冰雪特色冰雪特色。。这里著名的自然景观还有迎门砬这里著名的自然景观还有迎门砬
子子、、察哈彦山察哈彦山、、八十里湾八十里湾、、龙头山龙头山、、吴八老岛吴八老岛
等等。。自然景观和冰雪文化一直会持续到自然景观和冰雪文化一直会持续到
20182018 年的年的 44 月中旬月中旬。。人们还可以驱车奔向人们还可以驱车奔向
呼玛河口呼玛河口，，冬季的呼玛河已经冰冻数尺冬季的呼玛河已经冰冻数尺，，寂静寂静
的河面上覆盖着厚厚的雪的河面上覆盖着厚厚的雪，，数月不化数月不化，，驱车驰驱车驰
骋骋，，畅行无阻畅行无阻。。

再说再说““火火””。。这里还有东北人似火的人这里还有东北人似火的人
文情怀文情怀。。在呼玛在呼玛，，你可以感受冰雪小镇的你可以感受冰雪小镇的
浪漫浪漫；；在白银纳鄂伦春自治乡在白银纳鄂伦春自治乡，，你可以近你可以近
距离接触鄂伦春人的原生态文化距离接触鄂伦春人的原生态文化；；在呼玛在呼玛
河口河口，，你可以高居古战场的山水之间你可以高居古战场的山水之间，，遥遥
想清军抗击俄国哥萨克的战火硝烟想清军抗击俄国哥萨克的战火硝烟；；在呼在呼
玛博物馆玛博物馆，，你可以了解这片黑土地的过去你可以了解这片黑土地的过去
与现在与现在，，探寻和感受知青们开疆辟土的豪探寻和感受知青们开疆辟土的豪
情情，，一代代关里人闯关东的勇敢无畏一代代关里人闯关东的勇敢无畏，，吃吃
苦耐劳苦耐劳。。

我想我想，，他们似火的豪情他们似火的豪情，，还要归功于漫还要归功于漫
长而寒冷的冬季长而寒冷的冬季。。漫长的冬季漫长的冬季，，漫长的黑漫长的黑
夜夜，，这里的东北人经常聚在一起这里的东北人经常聚在一起，，喝酒吃喝酒吃
肉肉，，““唠嗑唠嗑””调侃调侃。。外面是天然的大冰箱外面是天然的大冰箱，，各各
种冻货上市种冻货上市，，雪糕雪糕、、冻梨冻梨、、冻山楂冻山楂、、冻饺子冻饺子、、
春卷春卷、、豆包豆包；；各种江鱼各种江鱼、、河鱼上市河鱼上市，，狗鱼狗鱼、、大大
马哈鱼马哈鱼、、““三哲五罗三哲五罗””都在其中都在其中；；呼玛人喜欢呼玛人喜欢
吃吃，，呼玛人好吃呼玛人好吃，，各种野味山珍各种野味山珍，，菜码超菜码超
大大。。住的方面住的方面，，呼玛镇的各种快捷宾馆呼玛镇的各种快捷宾馆、、家家
庭旅馆干净整洁庭旅馆干净整洁，，价格实惠价格实惠。。

这个冬季这个冬季，，就来呼玛玩一趟吧就来呼玛玩一趟吧，，这将是你这将是你
一生难忘的经历一生难忘的经历。。

翻开巴基斯坦地图，你的目光很快会被北
方那一片密密麻麻的三角形标识所吸引。这片
面积有限的土地，孕育了星罗棋布、密度惊人的
高山。统计显示，巴基斯坦拥有全球14座“最
高峰”（8000 米以上）中的5座，其境内还分布
着108座7000米以上高峰和同等数量的6000
米以上高峰。这些自然奇迹大多数位于巴最北
部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是当地人引
以为傲的宝藏。

我和同伴一起，在慎重考虑天气、安全等因
素后，深入充满神秘感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
坦，并有幸一睹巴基斯坦第二、世界第九大高峰
——南迦帕尔巴特峰的真容。

到达南迦峰之前，我对这座8126米高峰
的全部印象定格于两个称谓：“裸体之山”和

“杀手峰”。前者描绘了它突兀的地理位置，当
巴境内其余4座8000米以上高峰在中巴边境
附近“群舞”时，唯有南迦峰一枝独秀，周围
不存在能与其比肩的高山。后者则直观体现了
攀登难度，由于登顶路线复杂艰险，南迦峰的
攀登死亡率极高。作为非专业登山者，我们将
海拔4300米的南坡营地定为终点站。

从山脚下乘坐小型无窗四驱吉普，是接近
南迦峰的唯一途径。我和另外两人刚被“塞”
进后座，司机就一脚油门，带我们“颠”上了
一条碎石铺成的崎岖盘山路。车行一侧，壁立
千仞，触手可及；另一侧，不足一米之外，便
是万丈深渊……衬着发动机的轰鸣，我们反复
从座位上被抛起、摔下、与车架碰撞，发出无
法自控叫喊的同时吸入大量沙尘。大家一边死
死抓住车内扶手，一边互相挤作一团寻求生理
与心理上的支撑。靠悬崖一侧的人紧闭双眼，
靠山壁一侧的人不停大喊：“都往我这边靠，
让重心保持在内侧！”相比之下，司机气定神
闲，仿佛行驶在普通公路上。这个淳朴的当地
大哥告诉我们，他自童年起就在山间游走，成
年后开车时便专心开车，从没有其他想法。干
净纯粹、心无杂念，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安然
通过危途吧。

近两个小时后，这段惊险旅程终于画上了
句号。然而，更大的挑战即刻降临：因为进山道
路过于狭窄，吉普无法通过，只能换乘马匹或
徒步。

沿山崖开凿出的羊肠小道上，马队载着一
行人奋力攀爬。悬崖边晃动的马蹄，转弯时离
心作用下向外侧甩动的身体，还有不时被马儿
踹入深谷、瞬间消失的碎石，都让我胆战心惊，
甚至开始质疑这次登山的意义。然而一番思想
斗争后，信任最终战胜了所有负面情绪，我相信
忠诚勇敢、任劳任怨的胯下坐骑，也相信为我牵
马的引路人，因为他对我说：“我们和马，都是大
山的孩子，我们敬畏山神，山神也会保护我们，
别担心，很安全。”

三个多小时的骑行中，山间景色逐渐丰
富。近处，茂密的原始森林间，小溪潺潺流
淌，悬崖谷底中，依稀传来地下冰川的鸣
响。远方，云海缥缈划过，南迦峰初露真
容，纯洁的雪峰映照在阳光下，发出神圣耀
眼的光芒。

当我们最终抵达南坡营地时，正值黄昏时
分，炊烟袅袅，牛羊成群，雪山怀抱里的高山
草甸犹如一条绿色绒毯，抚慰着疲惫旅人的
心。待最后一缕日光从南迦峰雪坡上慢慢褪去
金色，周围一片恬静祥和。此时此刻，凡尘琐
事皆可忘，此情此景，宛若梦幻仙境。

一路上付出的努力都值得，历经艰险而不
虚此行。南迦峰秘境寻踪，终生难忘。

黑龙江畔，触摸冰火两极
□ 盛肖霞

一年四季中一年四季中，，冬季是阿尔山最富冬季是阿尔山最富
有魅力的季节有魅力的季节。。雪花飞舞雪花飞舞，，玉树晶莹玉树晶莹，，
冰天雪地给了阿尔山特有的气质冰天雪地给了阿尔山特有的气质。。

11月月66日日，，20182018中国中国··阿尔山国际阿尔山国际
养生冰雪节在阿尔山冰雪风情园开养生冰雪节在阿尔山冰雪风情园开
幕幕。。朵朵烟花绽放夜空朵朵烟花绽放夜空，，为梦幻般的为梦幻般的
雪景染上各色霞光雪景染上各色霞光。。悠扬的音乐中悠扬的音乐中，，
逾逾 3600036000 平方米的冰雪乐园熙熙攘平方米的冰雪乐园熙熙攘
攘地挤满游客攘地挤满游客，，探寻着他们与这个北探寻着他们与这个北
国小镇的国小镇的““冰雪奇缘冰雪奇缘””。。

挥动手中的鞭子猛抽几下挥动手中的鞭子猛抽几下，，冰尜冰尜
立即在冰面上旋转起来了立即在冰面上旋转起来了。。听着嗡嗡听着嗡嗡
的响声的响声，，““小游客小游客””李全旺和伙伴们开李全旺和伙伴们开
心地拍着手笑心地拍着手笑，，““今年冰雪节可以玩的今年冰雪节可以玩的
项目特别多项目特别多，，有冰上保龄球有冰上保龄球、、冰上碰碰冰上碰碰
车车、、冰上自行车冰上自行车，，还有打冰尜和超长的还有打冰尜和超长的
冰滑梯冰滑梯””。。

站在冰雪雕成的迪士尼城堡前站在冰雪雕成的迪士尼城堡前，，
李全旺和伙伴玩得热火朝天李全旺和伙伴玩得热火朝天，，小脸冻小脸冻
得通红得通红。。他们的一旁他们的一旁，，小猪佩奇小猪佩奇、、冰河冰河
世纪世纪、、疯狂动物城等童话故事也疯狂动物城等童话故事也““空空
降降””冰雪雕园冰雪雕园，，吸引着更多小朋友吸引着更多小朋友，，体体
验着与冰雪零距离接触的乐趣验着与冰雪零距离接触的乐趣。。

““与往年相比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冰雪雕数量今年的冰雪雕数量
多达多达6060余座余座，，创了历史新高创了历史新高。。除了制除了制
作精美外作精美外，，还融合了蒙元文化元素还融合了蒙元文化元素、、传传
统文化元素统文化元素、、西欧建筑元素西欧建筑元素、、卡通动漫卡通动漫
元素和红色文化元素元素和红色文化元素。。””指着一座座晶指着一座座晶
莹的冰雕莹的冰雕、、雄浑的雪雕雄浑的雪雕，，阿尔山冰雪风阿尔山冰雪风
情园的灯光设计师李春光给我们介绍情园的灯光设计师李春光给我们介绍
起来起来。。

俄罗斯国立太平洋大学建筑与设俄罗斯国立太平洋大学建筑与设
计学院教授瓦西里计学院教授瓦西里··叶罗欣是第一次叶罗欣是第一次
来阿尔山来阿尔山，，这次梦幻般的旅行令他终这次梦幻般的旅行令他终
生难忘生难忘。。““阿尔山的冬天很纯净阿尔山的冬天很纯净，，天特天特
别蓝别蓝，，雪特别白雪特别白，，空气很清新空气很清新，，这种自这种自
然赋予的美然赋予的美，，震撼人心震撼人心。。””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这片土地塑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给这片土地塑
造出迷人的景致造出迷人的景致，，土地总面积土地总面积740870740870
公顷公顷、、森林覆盖率森林覆盖率7878..66%%、、绿色植被率绿色植被率
达达9595%%以上的阿尔山近年来以发展生以上的阿尔山近年来以发展生
态旅游而闻名态旅游而闻名。。

““优质的生态资源是大自然的恩优质的生态资源是大自然的恩
赐赐，，也是当地林业人祖祖辈辈保护的也是当地林业人祖祖辈辈保护的
结果结果。。””阿尔山市旅游局局长白峰说阿尔山市旅游局局长白峰说，，
阿尔山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地生态阿尔山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地生态，，
这里有这里有““可以罐装出口可以罐装出口””的优质空气的优质空气、、
夏季日均最高气温只有夏季日均最高气温只有 2222 摄氏度的摄氏度的

““天然中央空调天然中央空调””，，以及全年无霾的湛以及全年无霾的湛
蓝天空……蓝天空……““阿尔山像阿尔山像‘‘世外桃源世外桃源’’一一
般般，，生态环境从未变过生态环境从未变过，，这也成为吸引这也成为吸引
中外游客的根本原因中外游客的根本原因。。””

““世界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国家 55AA 级景级景
区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作为内蒙古自治作为内蒙古自治
区新兴的旅游度假城市区新兴的旅游度假城市，，阿尔山的旅阿尔山的旅
游向来不缺名片游向来不缺名片。。每年春夏秋景区游每年春夏秋景区游

人如织人如织，，住宿一床难求住宿一床难求。。然而一进入然而一进入
冬季冬季，，这里的游客骤减这里的游客骤减，，旅游市场和气旅游市场和气
温一样温一样““冷飕飕冷飕飕””。。

冬日里看似冰冷的阿尔山冬日里看似冰冷的阿尔山，，其实其实
有很多优势用旅游来热身有很多优势用旅游来热身。。阿尔山的阿尔山的
冬季漫长冬季漫长，，却不枯燥却不枯燥，，这里有着别处无这里有着别处无
法比肩的冰雪资源法比肩的冰雪资源。。每年每年 1010 月到次月到次
年年44月月，，都是阿尔山的有效降雪期都是阿尔山的有效降雪期，，雪雪
期长达期长达 77 个月个月，，平均积雪厚度超过平均积雪厚度超过
350350毫米毫米。。由于落雪早由于落雪早、、雪质好雪质好，，奥地奥地
利著名滑雪专家奥匹兹曾对这里的雪利著名滑雪专家奥匹兹曾对这里的雪
资源赞不绝口资源赞不绝口，，这里是中国国家滑雪这里是中国国家滑雪
队的冰雪运动训练基地队的冰雪运动训练基地。。今年今年，，阿尔阿尔
山国际养生冰雪节还成功入选了中国山国际养生冰雪节还成功入选了中国
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冰雪旅游节事十大最具影响力的冰雪旅游节事，，为为
这里的冬季旅游增添了一枚重量级的这里的冬季旅游增添了一枚重量级的

““金字招牌金字招牌””。。
““这个冬天这个冬天，，如果游客来到阿尔如果游客来到阿尔

山山，，可以尽情体验滑雪滚冰可以尽情体验滑雪滚冰、、看树挂看树挂、、
泡温泉泡温泉，，欢天喜地过大年欢天喜地过大年。。””白峰说白峰说，，针针
对夏季火爆对夏季火爆、、冬季冷淡的情况冬季冷淡的情况，，近年来近年来
阿尔山市整合冰雪阿尔山市整合冰雪、、矿泉矿泉、、火山火山、、林俗林俗
等优势资源等优势资源，，实施实施““拉长旺季拉长旺季、、做热淡做热淡
季季、、实现全季实现全季””战略战略，，持续开展了杜鹃持续开展了杜鹃
节节、、圣水节圣水节、、国际森林音乐节国际森林音乐节、、国际冰国际冰
雪节等品牌活动雪节等品牌活动，，精心编排了精心编排了《《梦幻阿梦幻阿
尔山尔山》《》《敖鲁古雅敖鲁古雅》》舞台剧和舞台剧和《《阿尔山阿尔山》》
音乐山谷实景剧音乐山谷实景剧，，贯穿推动体验类贯穿推动体验类、、互互
动类项目动类项目，，使四季旅游产品体系逐步使四季旅游产品体系逐步
完善完善，，为每个游客打造出心中不同的为每个游客打造出心中不同的
童话世界童话世界。。

““在开车进入阿尔山市区的路在开车进入阿尔山市区的路
上上，，我就边走边拍我就边走边拍，，在微信朋友圈里在微信朋友圈里
用美图和小视频刷了屏用美图和小视频刷了屏。。””吉林锦绣吉林锦绣
国际旅游公司总经理姜浩一边打开手国际旅游公司总经理姜浩一边打开手
机一边兴奋地告诉我们机一边兴奋地告诉我们，，阿尔山的美阿尔山的美
景在他的朋友圈里一经发布景在他的朋友圈里一经发布，，迅速获迅速获
得了众多朋友的点赞和评论得了众多朋友的点赞和评论。。““他们他们
都评论说这儿的景色美得惊人都评论说这儿的景色美得惊人，，还有还有
咨询我详细情况的咨询我详细情况的，，也想过来玩呢也想过来玩呢！！””

随着随着20222022年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年冬奥会的日益临近，，
游客们对冰雪旅游游客们对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运动、、冰雪竞冰雪竞
技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技的热情也在不断高涨。。

雪后初霁的阿尔山森林公园雪后初霁的阿尔山森林公园，，日日
光尽情地抛洒亮丽的光芒光尽情地抛洒亮丽的光芒。。虽然室外虽然室外
温度已接近零下温度已接近零下3030摄氏度摄氏度，，但也无法但也无法
阻挡参加首届冰雪阿尔山徒步挑战阻挡参加首届冰雪阿尔山徒步挑战
赛赛、、雪地摩托竞技大赛的选手们火一雪地摩托竞技大赛的选手们火一
样的热情样的热情。。此次阿尔山国际养生冰雪此次阿尔山国际养生冰雪
节十分注重体现全民的参与性节十分注重体现全民的参与性，，将冰将冰
雪观赏与冰雪游艺相结合雪观赏与冰雪游艺相结合，，让更多的让更多的
中外游客爱上了冰雪阿尔山中外游客爱上了冰雪阿尔山。。

““在持续在持续4400天的冰雪节期间天的冰雪节期间，，我我
们陆续推出了首届冰雪阿尔山徒步挑们陆续推出了首届冰雪阿尔山徒步挑
战赛战赛、、--4040摄氏度的阿尔山不冻河体摄氏度的阿尔山不冻河体
验激情漂流验激情漂流、、趣味冰趣味冰雪体验狂欢活雪体验狂欢活
动动、、雪地摩托竞技大赛雪地摩托竞技大赛、、中蒙国际中蒙国际
跆拳道邀请赛跆拳道邀请赛、、滚冰节等活动滚冰节等活动。。””阿阿
尔山市委宣传部长朱伍桩尔山市委宣传部长朱伍桩说说，，这次这次
冰雪节设计了许多冰雪属性极为丰富冰雪节设计了许多冰雪属性极为丰富
的趣味比拼的趣味比拼，，戏雪戏雪、、玩雪将成为玩雪将成为活动活动
的焦点的焦点。。阿尔山在把绿水青山阿尔山在把绿水青山打造成打造成
金山银山的同时金山银山的同时，，也在把冰天雪地变也在把冰天雪地变
为为““欢天喜地欢天喜地””。。

阿尔山的冬天很纯净
□ 胡日查 高敏娜

南迦峰秘境寻踪

□ 朱 丹

这个冬天这个冬天，，让我们一路向北让我们一路向北，，到银装素裹的辽阔北疆去看一看到银装素裹的辽阔北疆去看一看。。阿勒泰的大雪阿勒泰的大雪

已经封山已经封山，，却挡不住游人一探冰雪童话世界的勇气却挡不住游人一探冰雪童话世界的勇气；；黑河与漠河之间的呼玛县气温黑河与漠河之间的呼玛县气温

低至零下低至零下3030摄氏度摄氏度，，但老乡家热乎乎的锅里但老乡家热乎乎的锅里，，一定有你爱吃的猪肉炖粉条一定有你爱吃的猪肉炖粉条；；雪后初雪后初

霁的阿尔山霁的阿尔山，，冰雪旅游节目正吸引八方来客冰雪旅游节目正吸引八方来客，，你是想看冰雕呢你是想看冰雕呢，，还是想参加雪地摩还是想参加雪地摩

托比赛呢托比赛呢

阿勒泰的雪，飘自遥远的

历史深处，亦在今日舒展别样

风华

一年中有 8 个月都是冬

季，呼玛有最寒冷的气温和最

火热的人情味

圣洁的雪山是世界上最神秘

最有魅力也是最危险的区域之

一，南迦帕尔巴特峰尤其如此

用冬天的方式打开阿尔山，

就不光是最纯净的冰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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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迦帕尔巴特峰南坡营地。 朱 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