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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老人还能出游吗？
如果按照以前的眼光看，答案
或许是否定的。但对于曾被媒
介评为“中国当代徐霞客”的李
存修而言，答案则是“还可以轻
松游一趟南极”。

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文字
记录旅程。这是七旬翁李存修
前60年的人生。信奉“有惊喜的
东西，一定要分享”的他脚步不
停、笔耕不辍，在足迹遍布百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同时，已结集
出版了33本图书。

近日，从南极洲回来的第
一站，李存修来到本报旅游事
业部，向记者讲述他的旅游人
生。

七七旬旬““徐徐霞霞客客””南南极极圆圆梦梦
山东人李存修行旅60年，足迹遍及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带着环保的梦想

去南极洲

旅游了60年，光是“旅游
活儿”就干了40多年，足迹踏
遍这个星球的万水千山，但
南极洲没有踏入，这像个解
不开的心结，疙瘩越结越大。

“我今年75岁了，再不去就真
去不了了。”李存修说。

十年前，每年去南极旅
游的在500人左右，现在能达
到5000人，是十年前的10倍。
一直身处旅游业前沿的李存
修，曾两次抵达南美洲阿根
廷南部，却都与南极洲失之
交臂。这一次再也不能错过
了。于是，他克服重重困难，
终于踏上了南极洲的土地。

“真正的旅行家，一生应该去
一次南极。”在本报旅游事业
部，李存修长出一口气，心结
终于解开了。

作为国内著名的旅行
家，李存修从高中起开始旅
游，第一次出行的目的地选
择了泉城济南，到如今正好60
年，这一“旅龄”在国内几乎
没人能超越。同时，李存修游
历的国家、地区远超百个，国
内各地更是几无死角。这些
年，他为人称道并见诸报端
的事迹有：连续多年爬崮顶、
若干次徒步大运河。其中，
2014年，李存修曾经参加由齐
鲁晚报发起组织的“四省二
市媒体徒步京杭大运河支持
申遗”活动并全程参与，从北
京出发抵达杭州，其间走过18
座沿运城市。作为一名游客、
旅者，他对世界各地旅游情
况的了解程度、长度、深度和
广度，在全国都是罕见的。这
次去南极，再一次巩固了他
旅行家的位置。

如果要问南极看到了什
么，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景
象，李存修坦言，有时候这只
是一种情怀，或者说挑战。虽
然正处于南极洲的夏天，却
依旧经历了狂风巨浪导致的
游轮摇摆，经历了天气突变
造成的随时变更行程。“经过
30多小时长途飞行后回到国
内，还是会有身在船上摇摆的
感觉。”李存修说。

记者注意到，与看重“到此
一游”浅尝辄止的游客不同，李
存修到南极旅行，带有很强的
科考目的，想亲眼看看南极大
陆的丰富物种情况。

南极有严苛的保护制度，
“南极大陆上所有的东西都不
可以带走，当然也不可以留下
人类生活的痕迹，包括人类粪
便在内的所有垃圾都需要运出
南极。”李存修笑着说，不过他
却没空手——— 穿上水靴下海捞
了两把小鹅卵石，准备留纪念。
回来经过四趟安检，心诚的他
好话说了一大堆才得以放行。

九寨沟火起来的

“幕后推手”

李存修不是一般的旅游
者，早年曾任四川省国旅、中旅
的总经理，四川省旅游局副局
长，现在还担任广东省旅游文
化协会会长。长达40年的旅游
工作中，四川九寨沟给李存修
留下最难忘的记忆，但笔耕不
辍的他，却从未记录过这个
地方。

40多年前，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名记
者发现了被后来人誉为“童
话世界”的九寨沟。“九寨沟
不是我发现的，我只是开发
九寨沟旅游的宣传者。”如
今，在回忆当年发现、开发、
宣传九寨沟的过程时，李存
修首先想到的就是澄清这个
被很多人误会的事实。

英语专业毕业的李存修
在四川省外办工作多年，上世
纪八十年代组建四川省旅游局
时，他被调动到旅游口。“利用
外语专业的优势，几经周折我
联系到了世界地理杂志。”李存
修说，很快，世界地理杂志就来
人了，他们在山里呆了一周，也
不用我们帮忙，不用我们招待，
拍完就走了。

过了没多久，李存修收
到了那本有整整6页九寨沟
照片和文字介绍的世界地理
杂志，自那以后，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开始联系李存修他
们。“后来，著名摄影家陈复
礼先生帮我们拍了一本九寨
沟画册，一度成为迎接客人
来访、出差、出国的必备礼
物。”李存修说。

除了世界地理杂志，李

存修还联系香港媒体发布信
息，在四川日报开辟千字专
栏推介四川旅游。到上世纪
八十年代后期，“童话世界九
寨沟，人间仙境张家界”的广
告语响彻全国，这片远离人
类居住的纯净土地迎来了八
方来客。

特别乐于用文字记录过
去的李存修却从未记录过九
寨沟。“九寨沟的开发，仅仅
修路就修了十年，这么多年
以来，我亲眼目睹了一些事
故，看到他们离开人世。”李
存修说，每每提笔时他就会
想起之前的一幕幕，实在难
以下笔。

这次回山东，李存修工
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计划为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鲁东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三所家乡
学校的学生做三场内容完全
不同的讲座。讲座时，他也是
九寨沟旅游的推广宣传者。

岱崮地貌考察游

2018年走起

晚年回归桑梓。2018年，
李存修要在山东做一件大
事：联手本报组织考察山东
临沂、枣庄、泰安等地的崮顶
地貌，并召开一次岱崮地貌
研讨会。

早在2007年4月5日，李存
修在蒙阴县岱崮镇参加“桃
花诗歌笔会”，就是那次笔
会，让他发现了从未被命名
过的“岱崮地貌”。

很多沂蒙山区的人会感
到惶惑：我们天天与崮一起
生活，“沂蒙七十二崮”早就
有名。崮形地貌怎么能是一
个外乡人发现的呢？如何确
定这是一种新的地貌现象？

对此，李存修说：“我从
高中时开始旅游，到60多岁时
走遍了国内各地的名山大
川，也看过了世界各大洲的
地理景观，但唯独没有见过
岱崮地区的这种地貌。”面对
眼前的山崮，走遍世界大山
大川，领略过丹霞地貌、喀斯
特地貌、张家界地貌、雅丹地
貌的李存修眼前一亮，断定
位于山东鲁中的如此大规模
的崮群完全是一种新的地貌
现象。

2007年8月，觉得信心不

足的李存修邀请了7位著名
的地质地理学家举行座谈
会，经过科学的考察和论证，
与会专家将此地质地貌现象
正 式 定 名 为“ 山 东 岱 崮 地
貌”。世界其他地区果然没有
发现这种崮形地貌，李存修

“崮行地貌说”的底气才足起
来。

不少人也会提出疑问，
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没有人提
出过这是一种新地貌的说
法？李存修的解释是，人们常
说“熟悉的地方没风景”，当
地人对这些大大小小的崮习
以为常，见怪不怪，完全看不
出是一种全新的地貌；另一
方面，不少教授专家会研究
石头的成分、地质形成年代、
是否有矿产等等，却很少对
地貌产生兴趣和想法。反倒
是走遍全球的李存修凭借其
阅历和见识，首先提出“崮形
地貌说”，并正式著书立说。

为研究山东的岱崮地
貌，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底
的一年多时间，李存修来了
一次“爬崮”行动。“唱着歌，
拿着杆子就上路了，一走就
是一年多。”李存修说，他登
了大大小小75座崮顶，对崮顶
的自然文化、生态文化、红色
文化、山寨文化、宗教文化等
进行记录，留下了大量文字
资料。

这次爬崮行动，李存修
写出长篇纪实旅游文学《中
国第五地貌——— 山东岱崮地
貌发现记》并出版发行，全书
共40万字，收录各式各样崮的
图片300余幅，对蒙阴的孟良
崮、卧龙崮、南北二岱崮和獐
子崮，沂水的纪王崮、晏婴
崮、东汉崮和锥子崮，费县的
柱子崮，枣庄的抱犊崮，平邑
的曾子崮和太皇崮，青州的
摩云崮，沂源的松崮和团圆
崮等进行了详细记录和叙
述。

如今，75岁的李存修在游
历世界好风光的同时，已经
成书33册。从南极洲回来以
后，他准备在安丘老家住一
阵子，安心整理文章，着手两
本新书的出版。有生之年，他
计划出40本旅游方面的著作。

那时候，“中国当代徐霞
客”的称谓就更是无人可以
撼动了。

身边旅游人

1、南极旅游的时间通常为
每年11月到次年3月，即南极洲
极昼时期的暖季。

2、九成以上南极游均从阿
根廷乌斯怀亚出发，船只载客
人数100人到两三百人不等。

3、南极跟团游价格在15万
到30万不等，价格差异主要因
所乘坐游轮、航班舱位不同而
定。所有南极游游客不可夜宿
南极洲，只能夜宿船上。

4、11月可以遇到企鹅求
偶，2月、3月可以观赏鲸鱼，幼
年企鹅开始长羽毛。

5、进入不需要签证，签证
办理取决于自陆地前往南极洲
的国家。

6、南极洲登岛规则：除了
脚印什么都不可以留下，除了
回忆什么都不能带走。保护野
生动植物，尊重保护区，尊重科
考，协助保持南极洲原始状态。

葛相关链接

南南极极旅旅游游攻攻略略

李存修在南极旅游的情景。

李存修在
本报旅游事
业部接受记
者专访。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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