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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三塔全称!云南大理崇圣寺
三塔

简称!崇圣寺三塔"崇圣三塔"大
理三塔"三塔

崇圣寺三塔属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是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建筑
的一组颇具规模的佛教寺庙"位于原
崇圣寺正前方"呈三足鼎立之势# 崇
圣寺初建于南诏丰佑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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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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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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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塔先建"南北小塔后
建"寺中立塔"故塔以寺名#现寺的壮
观庙宇在咸同年间已毁"只有三塔完
好地保留下来#

崇圣寺三塔是大理 $文献名邦%

的象征" 是云南古代历史文化的象
征"也是中国南方最古老最雄伟的建
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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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国务院第一批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组
建筑群距离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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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位于大理
以北

(+%

公里苍山应乐峰下"背靠苍

山"面临洱海"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
佛塔组成"呈鼎立之态"远远望去"卓
然挺秀"俊逸不凡"是苍洱胜景之一&

据'南诏野史(

,

胡本)王本
'

)'白
古通记(等史籍记载"当时崇圣寺与
主塔建造时"寺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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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圣僧李成
眉贤者建三塔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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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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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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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建于南诏第十主丰
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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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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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余"耗金银布
帛绫罗锦缎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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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三塔的建筑风格"一般都说类似
西安小雁塔" 是典型的唐塔风格"表
现了唐宋时期云南与内地的密切联
系"但是三塔又具有不同于内地塔的
两个特点!三塔层数均为偶数"而内
地塔多为奇数&中原塔由基座向上直
线收缩"下大上小"呈矩梯形*而三塔
上下较小"中部较大"外部轮廓呈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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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性的你" 出门在外如
果在行李里备些小玩意" 会有意
想不到的用处&

一截小蜡烛 当裙子) 裤子)

包袋的拉链卡住时"擦上一点"拉
链就会松开&

一株小芦荟 挤出芦荟汁"加
一点净水" 就是天然优质的化妆
水"可治疗皮肤粗糙)粉刺"同时"

在夏日可养护日晒后的红肿肌
肤&

一块小橡皮 哪怕是铅笔头
上的橡皮" 在不慎丢了耳坠锁或
耳坠太沉"不能戴时"可以取下一
小块橡皮锁住耳坠&

一个缎枕套 缎子枕套能使
你的头发不乱" 在缎子枕套上睡
觉还可以防止脸部起皱&

一包干香菜 需要时嚼一嚼"

可及时地清新口味" 香菜比呼吸
清新剂保持口腔无异味的时间更
长一些"而且无薄荷气味&

一卷双面胶带布 用来粘轻
巧的装饰物" 在不小心勾破衣服
时"胶布反面粘住破损处"正面可
仔细拼接花纹"不着痕迹&

一只金属匙 在冷水龙头上
冲金属匙羹" 然后将匙羹放在眼
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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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钟"金属的冰冷可以使
你眼睛感到清新&

一瓶无色指甲油 可以在长
筒袜不慎被勾破后" 马上阻止洞
的扩大&

一支眼药膏 能很快除去眼睛
内的红血丝"它同样能很快除去粉刺
上的红点"在一支棉签上挤一些眼药
膏" 把它压在粉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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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钟"或
者直到红肿消失& !尹琳琳"

春季踏青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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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出游备忘录

初春迷蒙中#桃花开了#茶树

开始爆出新芽$ 躲在温暖屋子里
的人们开始想念窗子外的天空#

碧绿的草地#以及那呢喃的小鸟$

可以去苏州#在太湖边住下#看一

湖春水# 喝碧螺春茶# 尝太湖三
白#桃花树下拍点照片#将春天的

脚印留在路上$

双岛奇缘%

东山岛
!

三山岛

东山岛环岛一周有
/.

多公里"中
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景点"有名的有雕
花楼"启园等& 雕花楼里"除了繁复无比
的雕梁画栋"就是那些祝福口彩& 启园
也叫席家花园"是康熙多次下江南必到
的地方&

而陆巷古村"是苏州保存得最完好
的古村落& 这里曾是通向太湖深处的水
道要冲"整个古村晴朗幽静"春色在斑
驳的石墙间倾泻下来& 长达一里的紫石
街" 路面全是用

/

米多长的花岗岩铺
成"几百年下来已踩得油光可鉴"小街
两旁"店铺林立"古村在明清两代出过
多名状元)探花)进士"其中最有名的要
数明代宰相王鏊"当年他连中$三元%后
建造的解元)会元)探花三座牌楼至今
仍成丁字形矗立在紫石街的东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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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王鏊的故居惠和堂"$橘子红了%$小
城之春%等影视剧都在这里取过景&

三山岛是东山的一个村" 四面环
水& 到了这样一个生态自然的地方"就
不要再急吼吼地寻景点了&

这里山峰青翠"湖水浩淼"空气像
被滤过一样清新& 精力充沛的可以去爬
山"这里的山峰犹如盆景"小巧精致& 但
照样岩壑秀美"峡谷险绝& 一线天虽然
不能和黄山相比"但山路陡峭"狭窄"爬
上去也要手足并用& 站在山顶"远望"太
湖水天相连"渔帆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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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岛上果林
浓郁"粉墙黛瓦"像一幅江南水墨画&

茶香之旅%

太湖公园
!

西山

天气好的话"不妨就
在望湖路边的苏州太湖
公园喝喝茶"这里是一个
免费的湖滨湿地公园"里
面风车栈桥) 游艇码头)

咖吧餐厅都有"被称为太
湖新天地& 也可以就在里
面的草地上来一顿野餐&

著名的太湖大桥"连接着的长沙岛)叶
山岛和西山"过一段会有一个拱形"有
点像宝带桥"很漂亮&

西山景点很多"传统的如石公山)

林屋洞等"如果只是休闲"不妨就到明
月湾古村体验农家生活& 相传南宋时
大批高官隐居西山" 现在的村民大多
就是南宋退隐贵族的后裔&

村子三面环山一面靠湖" 终年苍
翠"花果飘香"村民以种植果树)碧螺春
和在太湖捕鱼捉虾为生& 村子里最漂

亮的是这里家家户户屋前屋后全部种
上了果树"春天花开"夏秋结果"绿荫掩
墙"鲜艳的桃花就从墙里探出来& 有时
没有修剪的树枝弯下腰" 在石板路上
形成一座座拱门" 人就从花笼中穿过
去&

村里留下的古宅只有三分之一
了"但新建的房子也是黑瓦白墙"保持
江南民居的特色& 要分辨哪些是明清
古宅很方便" 只要看那墙是不是覆水
砖"古时候砌墙"第一块砖头往外倾斜"

依次排列"使墙面形成倒阶梯"防止雨
水浸淫&

如果时间允许" 西山还有不少古
村如东村)堂里)植里)石埠等古村值得
探访" 堂里古村也有一座雕花楼可以
一看& 或者乘车到西山最高峰缥缈峰"

将三万六千顷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或
者在半山腰水月坞" 喝一杯正宗的明
前碧螺春茶" 水月坞是碧螺春茶的发
源地"所产小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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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螺春前身
'

在唐朝
就已是贡品&

!本报综合报道"

据介绍" 本次比赛为达到美丽)

时尚) 健康与秀美山水的最佳结合"

确定了四个主题活动&其中有中原鲁
山大佛祈福活动"六十位旅游小姐在
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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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诞之际为祖国富强) 为人
民安康而祈福*参赛选手还将作为尧
山景区旅游形象代言人"到尧山进行
签约*佳丽们将开展美丽时尚森林温
泉健身活动* 时值春暖花开时节"参
赛选手还将到香山寺种植桂花树"建
设旅游桂花园&

代表着$国际交流)开放进步)文
化旅游)和平友谊)美丽时尚%的国际
旅游小姐大赛"是世界三大顶级选美
赛事"也是权威认证的中国第一个知
名服务赛事品牌"在中国已连续成功
举办了五年世界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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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小姐世界总决赛
将在郑州隆重举行"以旅游文化使者
的名义"继续推动各地旅游产业发展
和区域间国际文化交流&

*

叶卿
+

&尧山杯'

!""#

国际旅游小姐
河南赛区总决赛
在平顶山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