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旅游

周
刊

旅游攻略
2016 年 3 月 9 日 星期三

”
“
女 人 月 闺蜜游，走起！
3 月 8 日妇女节已过， 作为春节长假之后的首个
节日， 不仅 3 月 8 日当天要为女士庆祝， 连 3 月份都
已经被很多商家、 景区打造成独特的“女人月”。 旅行
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 尤其是跟闺蜜一起旅行。

成都： 穿街串巷只为正宗美食
如果你和朋友们都是“吃
货”， 一起外出旅游少不了寻找
各种美食， 那么不妨借着节日
去找找各类名小吃。 成都小吃
种类之多闻名全国， “逛吃之
旅” 一定要去试试连老成都人
都未必数得过来的成都小吃。
如果你们的胃足够坚强，
一天能吃 5 顿， 并且禁得住火
辣辣的考验， 那么成都太适合
你们了。 一定要记住， 成都的
小吃星罗棋布地“潜伏” 在大

鼓浪屿： 游走度过文艺假期
女生们旅游， 最喜欢的应该是
轻松地度假。 三五好友一起不为走
马观花看景点， 不想有目的性地游
览， 只是想找一处清新、 浪漫的地
方享受假期， 这种感觉最是惬意。
文艺的厦门鼓浪屿， 充满了小
资的清新与浪漫， 最适合这样的旅
行者。 鼓浪屿的浪漫小巷、 厦门大
学的花开花落、 南普陀寺的晨钟暮
鼓， 它的魅力不张扬， 而是含蓄地
藏于内心——
—对于寻找清新浪漫度
假感受的人们来说， 这是个容易滋
生情愫的地方。

鼓浪屿的美在于那些不起眼的
角落、 长满青苔的老房子、 没有
人走进的小巷子。 对闺蜜们而言，
最好避开人群， 随便走走， 走一
条自己选择的线路， 即便迷路了 ，
也许转角又是一处风景。 当然，
攻略不是全都不要找， 人们都说
去鼓浪屿住过一夜才能领略这里
的美， 这是对的。 白天的鼓浪屿
有着太多喧闹与商业气质， 一旦
入夜， 游客渐渐散去， 此时的鼓
浪屿才会露出它最美丽的样子，
恬静舒适、 清新悠扬。

街小巷， 不要去吃成都小吃
城、 龙抄手等店的小吃套餐，
要吃就要吃正宗的老字号， 穿
街串巷多跑点路准没错。
红光电影院左边的老字号
炖鸡面、 青羊宫对面的百年老
字号陈麻婆豆腐、 名声在外的
谭豆花、 成都正宗火锅皇城老
妈总店， 当然还有廖记棒棒
鸡、 二姐兔丁、 夫妻肺片、 九
尺板鸭等， 一圈下来估计已经
撑得走不动道了。

济州岛： 说走就走疯狂购物
说到度假， 女人们喜欢的
还有疯狂购物， 这样一个属于
女士的节日， 各种折扣当然也
是少不了的。 如果假期时间充
裕， 不妨拿着护照飞一趟韩国
济州岛， 既不需要长时间飞
行， 又不需要签证等手续， 说
走就走， “血拼” 走起。
济州岛能 shopping 的地方
有很多， 除了人们都知道的新
罗、 乐天免税店， 很多地方都
可以买到便宜实惠的好东西。
譬如， 当地的易买得超市， 里

面的东西很全、 很实惠； 莲洞
商业街、 西归浦 Olle 市场等，
还有一些化妆品、 日用品专卖
店里的东西也都不错。
值得一提的还有东门传统
市场， 这里是当地人购物的地
方， 价格很合适， 女士的衣服
物美价廉。 吃饭相对于其他餐
厅物美价廉， 有一条街专门是
特色小吃， 连韩国的综艺节目
runningman》 也曾在这里拍摄
《
过， 辣炒年糕、 寿司卷、 炸饺
子、 猪肠糯米等小吃应有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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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永久记录短暂樱花季
3 月份要拍照， 女生们离不开
的一定是花， “花心之旅” 当然最
爱粉色樱花， 如果时间不算充裕，
赏樱不一定要去国外， 北京的玉渊
潭公园也是不错的选择。
每到开春， 络绎不绝的游客
都奔向玉渊潭公园。 玉渊潭春季
的主角绝对是樱花， 樱花的花期
极短， 从开花到凋谢只不过七日
之期， 而整棵树从开花到全谢也

只有两个礼拜左右。 正因如此，
每到樱花飞舞的季节， 如潮的赏
花者便涌到樱花树下， 去感悟樱
花短暂而绚烂的花期。
每年 3 月到 4 月， 玉渊潭樱花
园里 20 多种樱花盛开， 从浅粉到桃
红， 从单瓣到重瓣， 从盛开到飘落，
吸引了无数“影友” 纷至沓来， 在
樱花园、 引水湖、 中山岛、 留春园
等地赏景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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