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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秋日传奇
 ——驾斯巴鲁森林人的呼伦贝尔之旅
草原历来是一个书写传奇的地方，马背上的民族用自己顽强

的生存能力开创了草原文化。驾驶着斯巴鲁森林人行驶在呼

伦贝尔广阔的草原上，亦有种“骑兵”的感觉， 顺着草原公

路体验蒙古高原的壮美和那兴安岭上山脉森林的唯美。伴着

悠扬的马头琴的声音，就在这个秋日让我们放浪形骸一次，

用行走的车辙书写一段属于自己的草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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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之前传
并非为了给教师节献礼，我们一行数

人还是在9月10日的一大早开上两台斯巴

鲁森林人出发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句儿时在课堂上朗诵的句子，如今一次

次地被我们（汽车旅行编辑）身体力行着。

从北京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有很多条路可

以选择，但我们选择了从北京走高速到哈

尔滨再到齐齐哈尔最后到呼伦贝尔的这样

一条路，为的就是能够最单纯、最直接地

进入北蒙的呼伦贝尔。耳边传来收音机里

关于教师节专题节目的声音，心里却开始

想象蒙古大草原的景色了。在高速公路上两

台斯巴鲁森林人一金、一银稳稳地前进着，

虽然仅仅是 2.0升和 2.5升的森林人，少

了涡轮的支持，但一路上还是从容不迫地

穿梭于车辆之间，一路向东北方向行驶着。

从京沈高速到京哈高速，夜宿哈尔滨，

翌日启程，走哈大高速，再到大齐一级公路，

一路畅通的没得说，森林人宽大的后备箱

装满了我们的行李，车中的每个人都找到

属于自己的舒适坐姿。日行一千公里的路

程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森林人舒适性不错

的座椅给我们提供了支持。特别是它的头

枕，贴合性非常好，再配合它那舒适性的

避震，我们甚至感觉这一代森林人的确有

点儿“丰田”。

从齐齐哈尔沿着 015国道由甘南县进

入了内蒙古界，并入 301国道直奔呼伦贝

尔的核心区域海拉尔区。进入到内蒙古的

境内，路两旁的风景就有些不同了，虽然

还在翻着一些山岭，路两旁的视野逐渐开

阔起来。已经有些兴奋的我们偶尔进入岔

路驶入山坡之上，有些忘记了这段国道的

坑洼。在夜色中我们进入了海拉尔区，9

月的内蒙古昼夜温差较大，来顿羊肉火锅，

暖暖身子，在美酒和美食的作用下，我们

甜美入睡。而两天以来斯巴鲁森林人的里

程表上清楚地记载着“2056”这个数字。

传奇之白桦林
之所以要到海拉尔区，是因为海拉尔

不仅仅是呼伦贝尔的行政区域还是交通的

枢纽，从这里可以向北、西、南三个方向

行走，方便游走几条不同的线路。9月12日，

就是从北京出发的两天之后，我们一早从

海拉尔启程沿着 201省道一路向北。

有人说过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在草原

公路上两边是辽阔的草原，头上是蓝天白

云，前方是笔直的公路，这种天人合一的

感觉，让我们足够感受到大自然的亲和之

力。从海拉尔出来的起始路段，我们就感

受着这样的风景，以至于开始的时候我们

总是忍不住停车拍摄这些美丽的风景。路

边的牛群时不时地穿越着马路，怡然自得，

仿佛我们这些开车的人类并非这里真正的

主人；沿途小镇的房屋大都用彩色涂料涂

色，给草原公路又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北方的秋季也有些油菜花盛开在大地上，

即便在严肃的人看到这样的新鲜颜色也会

动情地望上几眼。这条201国道是呼伦

贝尔一条重要的旅行通道，总会看到一些

旅行团的大巴在路上载着天南海北的游客，

饱览着呼伦贝尔的景色。

越往北开，特别是过了额尔古纳市之

后，眼前的景色就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

地处大兴安岭的范围，这里呈现出一派山

岭的森林风光。特别是道路两旁盛开的白

桦树，叶子已经由绿变黄，在蓝天的映衬

下显得特别有层次。白桦林浓密而高挑，

我们被这样的风景吸引着，停车驻足，呼

吸着林子里高纯度的空气，仔细想想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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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之北方“西双版纳”
大约行进了200多公里，在路标的指

引下，我们开往今天的目的地——莫尔道

嘎森林公园。莫尔道嘎镇地处额尔古纳市，

而莫尔道嘎森林公园是北方堪称保存非常

完好的原始森林。按着之前的计划，我们

在那个拐点处，又开了70多公里的山路，

进入到了莫尔道嘎森林公园。暂时告别了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景观，步入森林景区，

还真有些莫名的兴奋，并不是说草原风光

不美，只是这些原始森林景观更壮丽，更

有层次，也更显得神秘莫测。进山有小溪，

山中的水很凉很冰，无比的清澈，就像孩

童纯真般的眼神。尽管景区人为规划、修

建了些设施，但这不像一般森林公园那样

商业气质浓重。在这里，没有开车来是很

难游玩的，因为整个景区还是保持着“高

度数”的原始，而且很大（占地57.8万公顷）。

就连进山的路也是如此，那种原始的山间

土路两边的树木“茂盛地”包围着行驶中

的森林人，感觉我们在这里行走更像是参

加WRC 拉力赛。莫尔道嘎森林公园景色

难以用语言简单地概括，山峦起伏、古树

参天、丰富的植被让这里显示出北国最美

的森林风光。难怪莫尔道嘎森林公园的宣

传口号是“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

在原始森林中，我们更是时不时地就

停下了脚步，或在一处通幽林子里大口地

吸着带有树叶味道的空气，或在一个小制

高点俯瞰绵延的山岭，一望无际的树木覆

盖着一望无际的山峦。在这样一个森林里

一定少不了这里的主人们的身影，一些小

鸟们总会出现在行进的路上，显然他们更

适应了静谧的环境，对车辆的经过没有足

够的警醒，只是到了近处才本能地走开，

还有些鸟儿展开翅膀沿着路低空飞行给

我们“领航”，我们还开玩笑说这是“仙

人指路”。还有一些鸟儿是我们平时耳熟

能详的，比如啄木鸟，但我们听到了它发

出的类似一种敲木鱼的声音，在静谧的林

子里听到这样的声响还以为在深处会有

一位得道高僧向我们徐徐走来呢。很显

然在这样一个植被覆盖率高达 93.3%的

森林里，定是少不了其他的动物，但他们

一定躲在更深处，没有机会和我们碰面，

也许这样也好，我们的出现没有打扰到他

们的正常生活。

其实在莫尔道嘎森林公园更著名的是

白鹿岛，“激流河注入额尔古纳河入河口上

游处，有两个修长小岛相偎而卧，河水呈

S形回环于两个小岛之间，岛上野花丛生，

红豆遍地，松黛桦橙，山光水色，美不胜收”

有资料这样形容白鹿岛的风景。由于时间

的关系，我们不得不舍弃了这个较远的景

点而选择出山，不过据说白鹿岛被开发成

为一个度假村，在这个岛上住上一夜应该

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的生存环境本应如此。偶尔也会路过一些

松树林，高高的松树异常笔直，枝叶翠绿，

一株挨着一株，难怪古人常常歌颂松树，

因为它的确包含了许多值得称颂的特点。

贪恋沿途美景，让“龟兔赛跑”的故

事经典重现，之前超越过很久的旅游大

巴，现在一辆一辆地赶上来了，可以清楚

地看到大巴内人们指着森林人在说什么，

在内蒙古斯巴鲁森林人的保有量还是较高

的，这跟内蒙古的地貌以及用车环境有关

系，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皮卡和各个等级的

SUV出没，而传统的中高级低底盘轿车

并未在沿途的路上看到。显然这一代的斯

巴鲁森林人也是占了都市 SUV的翘，更

高更大的外形让森林人彻底地奔入了潮流

SUV 的集团。外观没得说，足够的凶悍

而不失时尚，虽然少了2.5XT 那野性的涡

轮进气格栅，但整体的感觉依然健硕有力，

流线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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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之边陲小镇
从莫尔道嘎森林公园回来，才发现有

一条修好的板油路，直通白鹿岛的方向，

而我们从板油路出来之后却没有经过森林

公园的大门，在半路上就能驶出莫尔道嘎

森林公园的范围了。看来莫尔道嘎森林公

园的管理还不是很严谨，难怪之后在百度

上查询“莫尔道嘎”时，自动联想提示就

会出现“跳票”的字样。其实论价格这张

100元 /人的门票对于这样美丽而不可多

得的景色来说并不贵，而且门票背面的旅

游图非常有用，一般到景区内部之后路标

就不很明显了，所以买张这100元的门票

也是非常超值的，特别是对于第一次来这

里开车旅行的朋友们来说。

回去的路上天色已晚，在山路上行驶

有些危险，好在斯巴鲁森林人的全时四驱

提供了保障，加上前置水平对置发动机重

心靠下的关系，弯道表现很干脆、很中性，

比较容易控制。只是高耸的车身和偏舒适

的悬挂让过弯时有些明显的侧倾，但这种

力道偏于一种韧性，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之

中。上了山路的坡路，才感觉出2.0 升发

动机相对薄弱的一面，爬坡的能力稍逊些，

有时不得不降两个挡位才爆发出一股迟来

的力量。就此而言，另外一辆 2.5升的森

林人则相对好些，由于单顶置凸轮轴发动

机的配置，在低扭矩方面表现比较突出，

仅仅是到了3000 转 /分之后，才会突然

感觉出跟 2.5XT的不同。但考虑到价位、

日常用途的关系，这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

版的森林人还是给出了很不错的表现。

一路下山回到201省道（之前来过的

分叉点），再开上10多公里向北，夜宿边

陲小镇室韦。翌日晨时，两台斯巴鲁森林

人又拉开了探寻边陲小镇的序幕，晚上还

是漆黑幽暗的室韦，在白天显示出一种别

样的俄罗斯风情，由于和俄罗斯仅一条额

尔古纳河相隔，这里的建筑体现出一种俄

式的风情，而这里的人们有俄罗斯族以及

汉族等。已经商业化的室韦小镇，开设了

很多卖俄罗斯工艺品的小店，一些“民俗

游”招牌的房屋不少，有些还是新盖的，

看来边境的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了旅游的

一个热点。不远处的额尔古纳河静静地

流淌着，非常漂亮，近处的草地、远处

的青山还有一块儿稀薄的云雾，这场景

只应画中才有。据人说在室韦临近的小镇

临江是一个更加原生态的民俗部落，可

是走过去一看，那里也被开发为旅游景

点了。现在想想其实商业化本身并没有错，

只是怎样把握好本真和利益的平衡点，

是每个景点都面临的考验。告别室韦和

临江，沿着山路往东北方向走，路过太

平小镇，临近中午在此用餐，才发现这

个只有 100 多户的小镇没有饭店，只有

一个在林场工作的女士在自己家中兼职

镇上来客的招待工作。这个叫“小梅”的

大姐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虽然小镇不大，

看上去有些“穷乡僻壤”，但毫无污染的

食材和小梅姐的手艺，让我们对那天的

午餐回味无穷。原本打算顺着路向东走

绕过莫尔道嘎，到根河最后回到海拉尔，

走这样一条“东线”，无奈车中油箱告急，

无法到达“东线”线路的下一个加油地点，

只能重回 201省道，走一条折返路。现

在回想一下，实属遗憾，因为最美的风景

其实就在那些深山的小路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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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之壮美草原
在蒙古高原上草原是最大而最美的风

景，而呼伦贝尔大草原是内蒙古最美的草

原区域，在这里大部分的地区都被草原覆

盖，每一处都是草原景观。其实早在从齐

齐哈尔进到海拉尔区以及从海拉尔往北方

向行进的时候，就感受到草原的魅力了。

而我们一行人员从莫尔道嘎回到海拉尔之

后，按照计划再向西走，那里有大片的草原、

更宽广的公路以及著名的呼伦湖。

已经很多天连续赶路了，为的是多看

些壮美的风景，好在这两台森林人给我们

保驾护航。在草原公路上开车有点特别，

因为它视野很好，但路并不太宽，需要注

意对面来车以及驾驶者容易出现的“犯困”

现象。解决的办法就是驾驶者专注开车，

副驾驶负责跟司机聊天，而后排乘客们则

可以安心地休息了。特别是森林人后排座

椅中央部分，靠背可以伸展出“扶手箱”，

座椅上可以伸展出“杯座”，非常实用和便捷，

以至于头一次发生了几个人争先恐后抢坐后

排座位的状况。

从海拉尔出发往西走 301国道，这个

路段为一级公路，路况非常好，有点儿像

高速公路，只不过路中间的隔离带是半封

闭的，偶尔会有一些车辆从“豁口”处穿过来。

而这条公路的两旁就尽是草原风光了，由

于是草原旅游的主要线路，这条公路周围

规划的景区比较多，一些商业化的蒙古部

落也时常出现在路的北侧。之前在家准备

功课时，就查询到呼伦贝尔草原是内蒙古

最漂亮的草原区域，而“呼和诺尔”草原

是呼伦贝尔草原中最漂亮的区域，带着这

份憧憬，我们来到 301国道沿途上（距海

拉尔区约 40 公里）的呼和诺尔草原景区。

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就是一处商业化程度

很高的草原景区，所有草原的元素一应俱

全：草原、湖泊、蒙古包。跟老板打听了一下，

她说这个景区是 2003年接手承包的，由

于位置优越，每年的客流量都很大，生意

也很不错。在这里虽然看到了所有的草原

蒙古部落的元素，却唯独少了那些原生态

的草原牧民。在欣赏到了草原、湖泊、蒙

古包的美丽之后，带上些许的遗憾和说不

出的心情继续往西行进。

草原又见草原，一路的草原景观充斥

在我们的视野中，一级公路太宽，有些阻

隔了我们跟草原的距离，而且大多数的路

段草原都被封闭起来，“只可远观而不可

亵玩焉”。按照计划我们打算到呼伦贝尔

最大的湖——呼伦湖，游玩一番。而向

当地人打听呼伦湖时，他们都会问你，是

不是“达赉湖”？原来达赉湖就是呼伦湖。

而呼伦湖和贝尔湖就是呼伦贝尔得名的原

因。

沿着国道 301继续向西行驶近100

公里，转向扎赉诺尔方向，穿过镇区就到

了呼伦湖的北面，有了在莫尔道嘎森林公

园游历的经历，这次我们特地看了一下有

没有小路可以进入呼伦湖区域。这并不是

我们想故意逃票，进规划的景区之后需要

按点儿停车，自主性就差好多。

好在快到景区大门的公路旁有一些草

地车辙，顺着车辙就成功地来到呼伦湖

的面前。当天的太阳很大，风也很大，整

个呼伦湖反着强烈的日光，波光粼粼。从

远处看，这面积极大的呼伦湖很像一片大

海��我想，在一个微风的傍晚，呼伦湖

的景色一定会非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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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之星夜奇缘
从呼伦湖出来再向西北方向走就是我

们计划的下一个地点——满洲里。如果再

顺原路回到国道 301上去满洲里会非常好

走，不过从穿越镇区的时候，发现了一条

疑似刚刚修好的直通满洲里的公路。本着

“不走寻常路”的原则，我们试着从这条

公路进军满洲里。旅途上有计划也有变化，

有必然就会有偶然。走着走着，发现这条

公路更像是从呼伦湖到满洲里的观光路，

略有些蜿蜒的公路两旁尽是草原美景。由

于公路“刚开通”，车辆非常少，我们可以

轻松地停车驻足，甚至从枝杈路开到草原

近前，那种风景就像新鲜出炉 Windows 

XP默认的桌面图片，我想这就是计划外

的收获。只不过这条公路并未完全修好，

部分路段还在铺路，所以我们又不得不下

到草原“土路”上继续行驶，这种沿着草

原车辙行驶的感觉还是很美妙的，更近距

离地感受草原的美丽了。

经过几次下道（草原车辙路）、上道（板

油公路）的交替，我们来到了又一个边境

城市——满洲里。满洲里这座城市就像其

他的边境城镇一样，充满了异域风情，无

论是建筑还是人文方面，街里总有一些俄

罗斯人出没，一些卖俄罗斯纪念品的小店林

立。我们开着斯巴鲁森林人在城区内绕了一

圈，感觉这座小城挺干净、挺美丽的。在夕

阳的时候，我们来到满洲里著名的景点——

国门。一个原本是出入境的检查通道、形

状类似大门，故被人称作为“国门”。由于

到达国门已经有些稍晚，国门景区停止开放，

我们未能临近，只能又一次远观了。回来的

路上还有套娃广场，大大小小、颜色鲜艳

的套娃集中在一个大广场之上，挺漂亮的，

其中不乏一些名人头像的套娃。

在满洲里短暂停留过后，我们就按照

计划向西南方向走，边欣赏路边的风景边

逐步往北京的方向赶了，也就是说此次呼伦

贝尔之旅要画上一个句号。然而在走 203

省道奔向新巴尔虎左旗的夜路上，同行伙

伴无意打开了森林人超大号的天窗，发现了

又一个计划外的景色——璀璨的星空。

有些疲惫的我们突然兴奋了起来，从

一个枝杈路口下道到草原上，停下车，在

夜色中静静地看着天上的星星。很久没有

看到如此璀璨的星空了，甚至还有银河的

痕迹。我们像一群孩子一样指着天空中无

数的星星猜着他们的名字，在现代化城市

中生活的我们已经很少看到如此密集、清

楚的星空了。我们索性躺在柔软的草地中

尽情地饱览着这星夜的奇景，或许在内蒙

古大草原上，这样的星空不算什么特别，

但这种纯净的星空我们实在是久违了。真

的无法描述这一刻的激动心情，这种场景

和画面非常的唯美和动人。那一刻没有酒，

但我们都醉了⋯⋯

巧合的是斯巴鲁（SUBARU）在日文

中是金牛星座中一个星团的名称。在西方，

这个星团被称为Pleiades；在中国，它被

称为昴星团。昴星团有将近300多颗星体，

其中有6颗星星是用肉眼可以明显看到。

而斯巴鲁所属的富士重工业株式会社当初

就是由 6个公司合并而组建的，所以从这

也能看出“斯巴鲁”是一个多么富有召唤力

的名字⋯⋯而这一路上两台斯巴鲁森林人

的昼夜陪伴，让我们体验了呼伦贝尔神奇

草原、森林的景色，他们出色地载着我们

游走在每一处上演传奇的地方。从草地上

起来，我们在璀璨星空的照耀下，继续赶路，

而两台斯巴鲁的车头处那 6颗连星稳稳地

指着北京的方向⋯⋯ 

行车：从齐齐哈尔进蒙的301国道初始路段坑洼较多，

须慢行（喜欢这种“按摩”路面的虐车人士除外）。

从扎赉诺尔到满洲里有一段新修国道，路况非常好，

沿途草原风光更加美丽（我们走的时候尚未全修好，

估计你去的时候就差不多修好了）。

从海拉尔至满洲里的 301国道路段为一级公路，须

注意隔离带豁口穿越的车辆。（一级公路小名为“假

高速公路”）

内蒙古境内的公路两侧大多有牛群、羊群，通过时须

多加注意并减速慢行（动物也是生命体）。

各个城镇均有加油站，个别没有 97# 油，最好随车

配备油桶，逢站必加满油，有备无患。

气候：草原昼夜温差大、风大，须带适合的衣物。冲

锋衣、冲锋裤是不错的选择。

白天日照强，在户外最好佩戴太阳镜，而且看上去也

很酷。

饮食：烤全羊、手把肉之类的草原肉类大餐很美味。

但注意吃多了上火，可配以当地的奶茶进行“刮油”、

补充维生素。

到了蒙古包吃饭，尊重当地人的习俗是好事情，喝酒

除外，礼节归礼节，酒量自控。

旅行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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