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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节狂欢节：：重要的人文景观重要的人文景观

在不少游客眼中，伦敦不只有
典雅宁静的一面，更有热情奔放的
一面。要想领略那一面，就要去见
识一下诺丁山狂欢节。

诺丁山狂欢节于每年8月最后
一个星期日及公共假日的周一，在
伦敦的诺丁山地区举行。说起诺丁
山，很多人并不陌生。多年前，由影
星茱利娅·罗伯茨和休·格兰特主演
的电影《诺丁山》的故事原型，就是
在这里。诺丁山位于伦敦市中心的
西面，是个环境优雅的生活区。然
而，到每年8月底的周末，这里便一
改往常，变得热闹喧嚣起来。

诺丁山狂欢节的起源，要追溯
到20世纪50年代。居住在伦敦诺丁
山附近的西印度群岛黑人移民由于
对故土风情的怀恋，经常与亲朋好
友相聚一起，举行一些零星的小规
模欢庆。到了1964年，诺丁山地区出
现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大型街道狂
欢。虽然那时的狂欢节规模不大，但
人们身着加勒比海民族服装，载歌
载舞，引发了伦敦其他地区人们的
关注。渐渐地，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人们从英国各地甚至海外各处赶来
体验一场狂欢盛宴。

如今，诺丁山狂欢节已成为伦
敦一大重要的人文景观，也是继巴
西的里约热内卢狂欢节之后，世界
第二、欧洲最大的街道狂欢。

在诺丁山狂欢节，前后四周的人
可能有着不同的肤色，都说着不同的
语言。除英语外，还能听到法语、西班
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汉语等多种语言。

沿着狂欢节的路线，在街道前行，两旁看
到的大多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白色民居。外观整
洁宽敞，古典雅致，有历史沉淀的同时被维护
得非常美观。住在附近的居民可以足不出户，
约上三五好友，或在窗口一站，或在露台一坐，
喝着啤酒或红酒，与街道上高声呼喊着、扭动着
腰肢的人们相互应和。往往在盛大的花街游行
尚未开始时，街道上的人们已经先沸腾了起来。
就连街台上、矮墙上、石柱上，都站满了欢庆的
人们。今天的狂欢节已经不再仅仅是当地加勒
比海黑人移民的狂欢，而是属于整个伦敦。

不过，规模庞大的狂欢活动也给伦敦市政
府带来了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自 2000 年
起，就有不少人因为狂欢节时出现的混乱和
人身伤害而提出改革要求。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将狂欢节的举
办地改到海德公园，同时实行购票入场政
策，以防别有用心者实施犯罪行为。然而，
包括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在内的多名资深政界
人士却认为狂欢节应该保持现状。

体验传统的阿联酋风土人情体验传统的阿联酋风土人情

曾有人说，迪拜是一个“文化沙漠”。但近

年来，迪拜开放了越来越多具有当地特色的街
区和文化场馆，提供了一些只能在当地才能观
赏到的展品和生活方式，得到了世界各地游客
的追捧。

坐落在Al Fahidi旅游区的咖啡博物馆就
是其中之一。在迪拜，无论是品尝家里的法式
压壶咖啡还是路上买的外卖咖啡，人们喝咖啡
并不仅仅是为了提神，同样也是一种仪式。咖
啡文化是阿拉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过，
由于大家都习以为常，此前很少有专门介绍咖
啡的地方。后来，在当地一家咖啡公司的赞助
下，这座中东地区最大的咖啡博物馆得以落成。

走进迪拜咖啡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由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弹头融化制成的咖啡研磨器，
以及在也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咖啡壶
文物。同时，那里还收藏了丰富的咖啡文化研
究著作，包括讲述18世纪德国咖啡制作的书
籍等。只要愿意，人们可以在那里品尝到博物
馆收集来的世界各地的咖啡品类。

有着独桅帆船造型的迪拜歌剧院是近几
年的新地标。从迪拜购物中心出发，经过迪拜
喷泉，人们便可抵达这座“帆船”，欣赏丰富的
本土娱乐表演和世界级的精彩演出。

该歌剧院由建筑师Janus Rostock设计，歌

剧院内采用木质镶板内饰，一盏吊灯叠悬垂而
下，营造出奢华的文艺体验。这个标志性艺术
表演胜地还可以由一座传统剧院摇身一变成
为音乐厅，承办各种风格的演出和活动。

在剧场模式下，那里可供 2000 多名观众
舒适地观看芭蕾，欣赏大型歌剧，甚至是聆听
讲座。切换到音乐会模式后，台上会竖起塔柱
和反光镜，营造出令人震撼的试听氛围。歌剧
院的屋顶还开设有一家高级餐厅，人们可以在
演出前享用美食，并在演出后与朋友一同聊聊
节目、畅谈各种话题。站在那里，可以将迪拜
著名建筑哈利法塔令人屏息的美景尽收眼底。

近两年新落成的Al Seef开发区靠近阿法
迪历史街区，占据了迪拜湾1.8公里长的壮观
河岸线，分为两个片区，是一片旧式建筑与现
代化空间完美融合的文化遗产区。Al Seef意在
向迪拜湾的起源致敬，并着重展示该地区的辉
煌文化遗产，还引入了众多新潮前卫的元素。

迪拜湾曾是一个通往阿拉伯湾著名的珍
珠采集港口的繁华门户，其传奇色彩延续至今，
现在每天依然有渔民和商人乘着造型优美的独
桅帆船穿行在平静的水面上。为了向这种传统
的生活方式致敬，Al Seef引进了一座露天水上

“漂浮”市场和配套的湾畔浮桥，举办区域性工

艺品和布料展，并设有阿联酋艺术空
间和专门供应当地美食的临时摊位。

另外，还有一座20世纪50年代
风格的阿拉伯市集，让游客真实体验
传统的阿联酋风土人情，重温昔日的
生活方式。人们可沿着四通八达的
小径在风光秀丽的河道上穿行，安排
休闲家庭聚餐、浪漫晚餐或与知己小
聚叙旧。

用经典电影推广本土文化用经典电影推广本土文化

旅游之都巴黎长久以来对本国
的优良传统进行深度挖掘，借助电
影、时尚产业等渠道推广其本土文化
和旅游形象，在充分彰显本土特色的
同时，将商业与文化旅游相结合。

热爱电影的法国人曾借鉴经典
法国电影《天使爱美丽》推广本土文
化和旅游发展的内涵：“爱美丽”是法
国所特有的人物形象，她凭借与生俱
来的可爱、卡通的形象气质和浓重的
法国韵味把巴黎街头一位咖啡馆女
招待的形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展现了
法国乡村女孩的特点。这部影片全
面呈现了法国的本土文化，将咖啡
馆、杂货铺、巴黎地铁站、报亭等最具
法国特色的文化元素穿插在电影之
中，并用镜头记录下法国著名的绘
画、老歌、老电影。这种传播法国本
土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许多游客的认
可和接受。

巴黎文化旅游发展的背后，还有
巴黎政府对旅游服务设施的重视。

作为游客热选旅游城市之一的
巴黎，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为方便游
客更好地体验当地经典文化特色，巴

黎市政府为旅游者设立了陆上城市观光大巴
与水上渡船，两种产品的行驶线路分别由不同
的巴黎地标式文化建筑景点串联而成。

巴黎城市观光大巴有多年的历史，为游客
在旅行期间提供了便捷高效的游览交通服务，
如今在巴黎旅游局官网上就可以了解具体信
息。大巴灵活的发车时间可让游客根据自己
的喜好自由安排不同景点游览的时长；行车路
线将城市中全部热门景点囊括其中，比如凯旋
门、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游客
能在任意一处景点上下车，不必担心无法到达
自己喜爱的目的地；大巴的价格也很实惠，游
客仅需要花费22欧元便可两日内无次数、时
长限制乘坐，加大了对自由行游客的吸引力；
大巴还免费提供多语种景点讲解耳机，多语言
解说系统优化了游客的旅行体验。

塞纳河穿巴黎而过，河流所经之处两岸有
着众多的文化符号。乘坐塞纳河渡船游城这
一方式相较于城市观光大巴，更能体现巴黎这
座浪漫之都的文化特点。游船不仅可以帮助
游客从水上观光游览巴黎，还提供浪漫的法式
晚餐，充分体现法国传统的服务过程。游客可
在巴黎旅游局官网预订多个时段的晚餐巡游
服务，也可自行定制法式大餐。 （吴越）

著名旅游城市主打文化体验牌
近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赫尔辛基香山旅游峰会正式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

告（2019）》，公布了2019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排行榜综合排行和6个单项排行前20名城市。
报告显示，综合排行前10名中，中国成为最受旅游者欢迎的国家，共有3个城市上

榜，分别为上海、北京和香港。
此外，英国伦敦、阿联酋迪拜和法国巴黎也在前10位上榜城市名单之中。作为备

受瞩目的旅游城市，它们如何凭借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吸引游客？

十九年海天旅行社
L-QH-00032 24 小 时 特 价 咨 询 6111116 13897252544

更多省外路线及省内周边游电话咨询 所有线路均上门接送带全陪
总社地址；城西区五岔路口燃气公司旁21世纪大厦13楼城北；【小桥医院】
向北十字路口农行对面5506386 湟中；县广电局门口0971-2229011
节假日正常营业/可上门服务/赠送双肩包

北京+天津7日2200元起+北戴河2880元 青岛/大连7日 238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单飞7日3080元 山西五台山6日游2150元
云南/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1980元 张家界/玻璃栈道/凤凰古城双飞6日2780元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双飞7日（一价全含） 1980元
贵州双飞6日1299元+桂林9日3400元 桂林双飞6日游2880元
四川成都双卧6日纯玩1880 元 重庆三峡6日游2180元 重庆+成都7日游2080元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双卧9日游3300元 新疆/天山/天池/喀纳斯湖10日游2880元
宁夏沙坡头/通湖草原2日游580元 青海湖1日/2日/3日/6日游150元起

报名地址：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百事通旅游金旅商务东稍门店
咨 询 电 话 ：13209788049 0971-7733559 13086268211

江西庐山 景德镇 婺源 广东广州 深圳 珠海 香港 澳门 惠州巽寮湾海边
度假区 湖南韶山长沙空调旅游专列14日游
发团时间：10月20日左右
硬卧：上铺2680元/人 中铺3080元/人 下铺3380元/人

大型青海旅游专列火热报名中！

青海金天下国际旅行社
宁旅[2013]18号 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联系电话：13519772829 18809715333 0971-8254210
地址：黄河路9号木桥花园（弘才兴安居10楼2室）

张掖+酒泉+额济纳旗胡杨林+黑水城汽车4日 2400元 喀纳斯+吐鲁番+火焰山+天山天池+坎儿井双飞8日 3800元
北京+天津单飞6日 2800元 华东五市双飞6日2700元 昆明+丽江+大理+版纳四飞8日 2100元
青岛+大连+烟台+威海+蓬莱双飞6日1850元 黄果树瀑布+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双飞6日2550元
鼓浪屿+武夷山+土楼+泉州南少林双飞8日180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黄龙洞双飞6日2650元
林芝+布达拉宫+大昭寺+羊湖+纳木错+鲁朗林海双卧9日2750元 山西平遥+云冈石窟+五台山双动6日 2150元
成都/峨眉山+乐山+青城山+都江堰双卧6日1800元 西安+延安双动4日 1480元 海南双飞6日 2150元
重庆+三峡+宜昌双卧7日2280元 桂林双飞6日255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10日 2950元
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镜泊湖+红叶谷+长白山+大顶山温泉双卧11日3880元 崆峒山汽车2日 780元

青海艳阳天国际旅行社

旅游热线：0971-6117648 6117649 18935589085 19809740878 18097185419

北京天津单飞/双飞6日游 9月30日10月1/2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800元/人起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双飞6游 9月29/30日10月1/2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980元/人起
海南双飞6日游（全程0自费） 9月28/29/10月1日 含接送机 3000元/人起
厦门鼓浪屿高北土楼双飞6日游 9月30日/10月1日/2日 含接送机 4260元/人起
贵州荔波小七孔黄果树瀑布西江苗寨双飞6日游 10月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680元/人
青岛烟台威海蓬莱大连单飞单卧7日游 9月30日（晚上火车） 派全陪含接送 386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10月1/2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080元/人
黄龙溪古镇乐山峨嵋山熊猫基地都江堰双卧6日游 10月1日 派全陪 2600元/人
九龙山大水川南由古城灵宝峡温泉养生动车3日游 10月1日 派全陪 950元/人

永畅国旅 专业 友善 用心
L-QH-100103

温馨提示:想了解更多线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马蹄寺，七彩丹霞，额齐纳旗胡杨林品质汽车4日游 9月26日2580元/人+居延海日出/策克口岸5日游9月26日2980元/人
●厦门，鼓浪屿，土楼,武夷山双飞8日游 3580元 三亚双飞6日游 2780元 海口双飞6日游2480元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4飞8日游 2980元/人 海南，桂林，北海双飞10日游 3580元
●黄果树.大小七孔.西江.织金洞.青岩古镇双飞6天2780元+桂林双飞9日游 3480元
●喀纳斯,禾木,胡杨林,天池,坎儿井,火焰山,五彩滩,吐鲁番(一价全含) 3980元起
●张家界袁家界芙蓉镇，凤凰古城，天门山双飞6日游一价全含 2980元起

电话:0971-4297965 4297955 13897282268
地址: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路7号创业大厦B座3楼3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