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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阿龙

悠扬的马头琴声、喊着啊哈嗬调
子的安代舞、端庄美艳的蒙古族服装
服饰展演、古老神秘的祭火仪式……7
月25日，内蒙古第28届草原旅游那达
慕大会将在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葛根
塔拉草原开幕。届时，充分展示内蒙
古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的盛大开幕
式，蒙古族搏克、赛马、射箭、蒙古象
棋、夏嘎（羊拐）等精彩绝伦的竞技比
赛及民族服装服饰展演将吸引数以万
计的国内外游客。

这个夏天，在呼伦贝尔草原、科尔
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乌兰察布草
原、鄂尔多斯草原、阿拉善草原，一场
场独具特色的那达慕是草原人民的节
日，也是众多国内外游客的狂欢日。

好戏连台

那达慕蒙古语是“娱乐、聚会”的
意思，是草原人民喜庆丰收、隆重聚会
的节庆活动。在那达慕大会上有惊险
刺激的赛马、摔跤，令人赞赏的射箭，
有争强斗胜的棋艺，有引人入胜的歌
舞，从1990年至今，每年一届的全区
旅游那达慕逐渐成为内蒙古旅游节庆
活动的知名品牌，也成为彰显蒙古族
传承文化的代表，并在2006年列入国
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草原旅游日渐升温，那达慕
大会成为展示草原民族文化内涵的重
要载体。本届草原旅游那达慕大会主
题为“亮丽内蒙古 草原那达慕”，开
幕式上既保留了传统的民族民俗表
演，有蒙古族男儿三艺等传统项目的
集中展示，融入了蒙古族服装服饰展
演，同时还有融马术、蒙古族歌舞于一
体的实景演绎秀等，在传统那达慕游
戏和竞技活动的基础上，赋予了更多
的文化内涵，是一场现代与传统相结
合的开幕式。

5月5日，鄂尔多斯市旅游文化节
那达慕大会开幕式在伊金霍洛旗巴音
昌呼格草原举行。大会现场，蒙古族
姑娘们伴着歌声翩翩起舞，马头琴声
悠扬绵长，马蹄声、射箭声、笑声和歌
声互相交融……

6月 17日，内蒙古沙漠那达慕暨
奈曼（国际）越野群英会在通辽市奈曼
旗宝古图沙漠举行。宝古图沙漠旅游
区通过举办沙漠那达慕、群英会等活
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及户外运动爱
好者来到宝古图沙漠旅游区，领略大
漠风光，体验奈曼旗多彩的民族文化，
积极创建“沙海明珠，魅力奈曼”旅游
品牌。

整个夏季至冬季，内蒙古大草原
上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旅游那达慕，让
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与旅游完美结合，
进一步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让国
内外游客尽享草原风情的视觉盛宴。

本届那达慕大会举办地格根塔拉
草原旅游区为国家首批 4A级景区，

“格根塔拉”是蒙古语，意为“夏日营
盘”（夏季放牧的地方），这里地形南高
北低，平坦开阔，水草丰美，自古以来
便是天然的牧场。游人可以漫游大草

原，观看赛马、赛骆驼、摔跤表演，还可
以骑马、乘驼、射箭等。

据了解，本届旅游那达慕还将举
办蒙古族传统竞技比赛，文艺演出，民
俗文化展示体验，特色旅游商品、俄蒙
旅游商品展及民间手工艺术品展等活
动，集中体现竞技性、艺术性、观赏性
和参与性。

服饰盛宴

内蒙古第28届草原旅游那达慕大
会期间，全区第15届蒙古族服装服饰
艺术节乌兰察布赛区预赛及蒙古族精
品服装展演还将掀起本次盛会的另一
高潮。传统、现代的蒙古族服装、具有
文化符号的蒙古族饰品处处突显我国
历史上蒙古族不同部落的服饰文化内
涵、体现现代蒙古族服饰的创新风尚。

蒙古民族有着古老而辉煌的历
史，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着装服饰文化。蒙古族服装服饰继承
了亚洲草原几千年来的游牧文明传
统，受到了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
鹘、契丹等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吸收
了北方诸游牧民族和中原、西方服饰
部分特点之后，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服
饰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蒙古族各
部落有了独立的发展空间，进而蒙古
族服饰的类型和种类不断增多，部落
间的文化也产生了变化，形成了蒙古
族不同部落服饰的独有特点。目前，
在内蒙古，有巴尔虎服饰、布里亚特服
饰、鄂尔多斯服饰、科尔沁服饰等28个
蒙古族部落服饰。

据了解，蒙古族各部落服饰均有
男女老幼、已婚未婚及礼仪服饰、日常
服饰等区别。蒙古族长期生活在草
原，严酷寒冷的高原气候加之以游牧
为主，马背上活动时间较长，其服饰必
须有较强的防寒作用而且便于骑乘，
长袍、坎肩、皮帽、皮靴必不可少，因而
具有浓郁的草原风格。妇女头饰多以
珠宝和金银玉器装饰，琳琅满目、富丽
堂皇。从服饰款式上看蒙古族服饰褒
衣博带，雍容华贵、典雅端庄，不仅能
体现蒙古族女性的曲线美还能体现牧
人们英勇彪悍、宽厚大度、粗狂坦荡的
性格。

如今，拥有 800多年历史的蒙古
族传统服饰已经成为中国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内蒙古将民族
服饰作为向游客展示独特地方文化的
有力载体，通过组织不同形式的民族
服装服饰展示活动，提高内蒙古旅游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国·蒙古族服装服饰艺术节自
2003年创办以来，成为内蒙古旅游节庆
活动的知名品牌和国内外蒙古族服饰文
化展示、交流、合作的盛事，对弘扬民族
文化，推动全区旅游业发展，提升内蒙古
的民族文化知名度具有重要作用。

境内目的地境内目的地

●江苏无锡
地处太湖之滨的无锡，素来以

风景秀美著称。从古至今，文人墨
客总是热衷于在无锡借景抒情。苏
轼笔下“水光翻动五湖天”的太湖胜
景，赵孟頫笔下“尽人游处独悠然”
的运河古道……尽管作为一座繁华
的现代都市，无锡自有其现代华丽
的一面，但要说最令都市人心生向
往的，还是那份江南烟雨、太湖碧
波、锡剧唱腔的温情脉脉。

繁华了数百年的南长街，已成
为无锡古城数千年水文化与佛文化
凝聚而成的缩影，待华灯初上，悠悠
长街更为迷人；江南水乡风貌的荡
口古镇，保留了小桥流水人家、深巷
青砖黛瓦，乘一只摇橹小船，看两岸
高低参差、错落有致的明清古民居
宛如时空穿越；无锡的象征之一灵
山大佛，在法相宗祖庭“祥符禅寺”
遗址上，一座世所罕见的大佛，需要
坐电梯才能触摸到佛下的莲花座，
气势恢弘。

●青海门源
每年初入暑，门源气温逐渐回

暖，绵延近百里的油菜田也逐渐由
绿变黄。直到7 至8 月迎来此地的
油菜花季，青碧高原化身金色大海，
与远处的雪山和蓝天交相辉映，蔚
为壮观。难怪人们总要说，夏日的
青海门源，美好到足以让一切摄影
师为之疯狂。

在前往门源油菜花田的路上，
旅人多会邂逅岗什卡雪山，巍峨的
山峰如同战场上刚毅的战士，守护
着眼前这片金色宝藏。雪山脚下广
阔的草原与花海连成一片，冷峻的
山峰掩映其中，也有了柔美的韵
味。若是愿意向上攀登，便如时空
倒回，逐渐从春日走回冬季的白雪
世界。峰顶覆满皑皑白雪，在阳光
的照射下烨烨生辉。

●内蒙古呼伦贝尔
呼伦贝尔市，世界上土地管辖

面积最大的地区级城市。面积如此
大的城市，草原的规模也不容小觑，
呼伦贝尔草原也是世界上四大草原
之一，翻阅大兴安岭郁郁葱葱的森
林，一望无际的草原就这样撞进你
的眼帘。呼伦贝尔草原分为南部
牧区和北部林区，南部牧区整体风
景以草原、河湖为主。北部景观拥
有多种风景元素，风景也相对更为
原始。除了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还
可以看到一大片茂密美极的白桦
树、极具风情的边陲俄罗斯原始村
落等等。

呼伦贝尔优美的景色孕育了当
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住进蒙古包，
品尝香嫩的牛羊肉，喝一杯醇香的
奶茶和美酒，体味少数民族人民豪
爽、奔放的性格，就这样在广袤的大
草原上回归自然，忘却烦恼，做一次
自由自在的牧民。

境外目的地境外目的地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个博尔赫斯笔下有如平面的

城市，其冗长的名字来源于16 世纪
初西班牙探险船队船员一句“多新
鲜的空气啊！”（西班牙语为“布宜诺
斯艾利斯”）。

布市是多彩的。你能够见到博
尔赫斯诗集里，那些拥有漂亮窗户
和雕花铁栏杆的独栋别墅，它们被
暮光染成了玫瑰色，尽是温柔。城
市边缘曾经的贫民窟博卡区，是阿
根廷探戈的发源地之一，如今，石头
房子取代了铁皮屋，被当地人漆上
鲜艳夺目的油漆，为生活增添了绚
丽色彩。

布市是优雅的。七九大道中心
处的白色方尖碑是这座城市人心中
的灯塔，象征着其建市400年的历
史；科隆大剧院灯火通明，宛如不会
停止的盛宴；马德罗港口油画般的
桥梁和船只在夜晚的探戈表演衬托
下风情万种；由歌剧院改造而成的
雅典人书店堪称天堂的样子；静穆
空灵的雷克莱塔贵族公墓，犹如大
理石所砌的天堂……

布市是热烈的。拉美人独特
的生活方式与西班牙人和意大利
人带来的不羁与浪漫在这片土地
上融合后生根发芽，布市的夜晚，
如同电影里那样，到处是熙熙攘攘
的餐厅、剧院和探戈俱乐部，让每
一个心怀热情的旅人，都仿佛终于
回到了故乡。

●法国里昂
与法国必去的巴黎相比，里昂

是一处被低估的目的地。这里的魅
力远不止足球。早在欧洲文艺复兴
时期，里昂便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名
城，得益于这段悠久厚重的历史，里
昂古城至今还保留着成片的中世纪
古建筑，人们由此称其为“拥有一颗
粉红的心脏”的城市。1998年，里昂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人文
遗产城市，自此奠定了“文化之城”
的名号。在精致的建筑群里穿梭，
隐蔽精巧的串廊、曲径通幽的巷弄、
悠闲明丽的码头、恢弘华贵的广场、
真假难辨的壁画……无处不呈现出
一场视觉盛宴。

这里还诞生了法国历史上第一
个丝绸纺织作坊，并在16 世纪中期
发展壮大，里昂是名符其实的法国丝
绸之都。如果说中国是丝绸之路的
起点，那么里昂便是丝绸之路的西方
重镇。走进里昂纺织博物馆，人们可
以看到许多传世之作。

美食历来是法国人引以为傲的
拿手好戏，而里昂更是法国的美食
圣地。对里昂人来说，烹调是一种
艺术，吃饭是一种享受。这里诞生
了全法举足轻重的世纪名厨，有厨
艺教皇之称的保尔·博古斯便来自
这里。在里昂不仅能全天候享受饕
餮盛宴，还能在殿堂级的厨艺学校
里学习法餐的精髓。

●泰国南部海岛
在泰国南部，除了名气最盛的

普吉，这里还聚集着白沙镶碧浪的
苏梅、峭壁耸海岸的甲米、珊瑚藏鲨
鲸的斯米兰……由9 座岛屿组成的
斯米兰岛便是潜水的胜地，适合喜
欢追求刺激的年轻人群。被称为“蜜
月之岛”的苏梅岛，无论是新婚不久
的小夫妻，还是已经携手半生的伴
侣，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苏梅
岛北部海域的帕岸岛上，每到月圆之
夜还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哈林
海滩，参加世界三大狂野派对之一的
满月派对。在海风的吹拂下，在酒精
的刺激下，在盛夏的满月下，这里一
定有一个属于你的难忘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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