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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lady 西遊記之 2017 天地寬廣 心靜 我在黃山 day 2 上 (2017-01-10am) 

 

起了個大早，繞了附近走一圈，晨的黃山，氣溫真的是低，大概山區都是早晚溫差大，更何況現在是冬

季。看著雲霧繞群山，真的是美呆了，曾有人說，黃山，前山岩體節理稀疏，岩石多球狀風化，山體渾

厚壯觀；後山岩體節理密集，多呈垂直狀風化，山體峻峭，形成了＂前山雄偉，後山秀麗”的地貌特徵。

昨天和今天要走的路段可以算是前山，果真是名不虛傳，也就更期待明後天的行程了。 

01.黃山的晨，雲霧飄渺，有雲海的山頭像極了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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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雲海、山壁和常見的國畫沒兩樣，真不知要說是景像極了國畫，還是國畫畫得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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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用完早餐，差不多要出發了，天氣有些霧濛濛，陽光只偶小露，沒日出可以拍，算有些遺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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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今天的行程是由玉屏樓賓館走到白雲賓館，昨天小夏說，這行程一般腳程約二個小時，因為我們會走

走拍拍，所以不限時間，只要中午十二點抵達，趕上用午餐即可，看地點，好像也就只是一＂小小段＂

路 ，會經過百步雲梯、鰲魚峰，看起來一定又是上上下下。 

 

05.九點鐘出發，才走一小段路就看到＂有點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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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不但又是梯梯梯，還是彎彎曲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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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又見怪石！還有結冰！看來溫度是真的下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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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走到這，小夏要大家仔細瞧瞧！！看小冰柱嗎？ 

 

09.再靠近一點，看出個端倪了嗎？有一隻＂魚＂哦！這一說大家才看出來，哦哦哦說是之外，當然是猛

按快門囉。（您看出來了嗎？樹下是魚頭，還有眼睛和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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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走過這山看那山，遠處出現Ｚ字階梯，看來，前路不好走哦！ 

 

11.半路又看到有小結冰，水還正滴著，手癢癢的，停下來輕鬆一拍，還笑說這樣可以減輕對＂未來＂的

恐懼感。 

 

 



Oldlady 西遊記之 2017 天地寬廣 心靜 我在黃山 day 2 (2017-01-10)              p. 10 / 60 

12.可以邊走邊賞景邊拍，感覺真的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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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猜猜那怪石像啥？不同角度會有不同的解說，有人說像吉他，有人說像手機，若說是手機那該是早期

款吧，天線那麼粗說。 

 

14.只是看到前方路，眼睛都一＂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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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過了不一樣的＂穿山洞＂，是否又會有不一樣的景緻呢？ 

 

16.哈，果真不一樣，看到如此這般，你會怎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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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拉近一點看仔細，哦哦！ 

 

18.往好處想，到那山頭，登高望遠啊！很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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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退遠一點看，真的是大山，紅色屋頂只剩一點點了。 

 

20.走著走著，看到挑夫，大家急讓路，這位大叔扛的是建材，前方正在新蓋洗手間；實際上，黃山山上

的用品資源，都是由挑夫由山下挑上來，而垃圾和賓館要換洗的東西也全由他們挑下去，真的好辛苦。

（石材真的很重，看他喘口氣時，也才明白為捨有的挑夫手上都會另外拿著支長桿。） 

 



Oldlady 西遊記之 2017 天地寬廣 心靜 我在黃山 day 2 (2017-01-10)              p. 15 / 60 

 

 

21.黃山還有一樣令我好奇的是植物的生長，看了這樹根及一旁的說明告示牌，總算懂了些些，大自然的

奧祕，真是不可思議。 

【黃山地區植物與環境的相互作用】 

黃山地區特有的植物群落與當地的花崗岩地質 環境組成了特有的山地生態系統。 

一方面，相對貧瘠的花崗岩土壤水環境，使得部份植物進化出特有的結構特點，如優勢物種黃松，具有

獨特的紋孔腹結構可以有效控制由於根部吸水不足造成的气穴化和栓塞現象，有效防止植物死亡。 

另一方面，植物通過生物化作用，對花崗岩產生機械和化學破壞作用，通過根劈，有機酸及土壤微生物

的作用使得岩體破碎化，並且通過生物新陳代謝和腐爛分解等過程在破碎化岩體之上形成腐成殖質，創

造較好的成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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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看著如此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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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再看看左下方那＂短短＂的一小橫一小橫。。。喲呀呀～＂前途＂堪虞啊～～ 

 

24.哇！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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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Z 字形向上，難道這就是＂百步雲梯＂？ 

 

26.也罷，且放輕鬆心情，看看四週美景，有遠有近，有山有樹，還是不同品種的樹，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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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時間，快十一點了，九點出發，走了快兩個小時，如果還沒過百步雲梯，表示路程還沒過一半，前路

漫漫長，真的是堪虞，至於會是怎的個＂堪虞＂？且看下回分曉了。。。 

Oldlady 西遊記之 2017 天地寬廣 心靜 我在黃山 day 2 中 (2017-01-10am) 

話說步步難行步步行，找個人跟，就像當年騎著小摺單車環台時，就是緊跟著前台車踩踩踩的，有個目

標是大不同的！（人生不也如此？ㄏㄏㄏ！） 

01.跟緊前面這位老兄隊友，萬一不小心向前滾了，還有人扶呢！只是跟著跟著，卻跟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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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其實，自己是已經走在＂星光大道＂上，這＂星光大道＂是小夏說的，我想，應該就是＂百步雲梯＂，

這段路，一，部份路段很陡，很窄！二，大部份路段下下下，上上上！走得提心吊膽的，更＂可怕＂的

是，好像永遠走不完，小心翼翼地走了好長一段，抬頭看，前面，更長，真是喲呀，我的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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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騙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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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按圖索驥，前方那三角形的洞就是鰲魚洞，過了那就快到白雲賓館！（先別開心，這是拉近的鏡頭，

實際上還很遠呢！） 

 

04.前方看到挑夫挑東西，還，挑＂人＂，可惜自己腳程不夠快，只拍到半個身影，半路休息時，林老師

還笑說，應該去坐坐，體驗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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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這是偷偷拍的，（有些挑夫是不許人家拍照），看著這麼單薄的設備，加上部份路段接近垂直的角度，

坐在上面，又沒有安全帶，不會＂翻下來＂嗎？ 

 

06.啥都不多說，還是繼續爬吧～站在這裡看到的鰲魚洞很小，沒騙你吧！路還長著呢！ 

 

07.看那些山壁的及石頭紋路，真的驚嘆，怎會是這個樣子的。（你所看到的照片都是原圖原貌呈現，只

縮小加框加字，沒有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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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葉子掉光光，但是，他們可還是活著的，超強的生命力，真的不能不佩服。 

 

09.之前跟丟了隊友，前頭看到林老師，哈，這回可要跟緊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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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就說，跟對人很重要（哈，狗腿一下！），瞧！鰲魚洞到了，這不是拉近拍，是真的站在洞口前拍的。 

 
 

 

11.站在洞口平台向下往，哈，跟丟的隊友原來比我還慢，還在下頭呢，沒法子，此行隊友，個個是攝影

高手，此時此景，＂養兵千日＂，此時不大顯身手待何時？說到隊友，我們這一團是攝影團，開班授課

的老師帶學生，個個當然都對攝影痴狂，而大家行頭更是嚇人，笑說這一車，上百萬呢，而整團十一人

中，就屬我是樣樣包尾：最後報名、設備最差、最少，唯有年齡倒是排前面，哈哈，這回就像幼幼班的

跟著大學生跑，哈，不過因而學到很多是真，真是太感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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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從昨天到現在，過了好幾個像這樣的洞口，一出洞山，應就到了吧？Yeah!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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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只是出了洞口，探頭一看，哇～～～～～～～～～～～～～～～快昏到了。。。 

 

14.還＂再＂沒完沒了的下下上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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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總算抵逹鰲魚峰，走到一處平台，抬頭看這石，鰲魚石？這怪石，應是笑我痴狂。實景是很寬廣，只

是累得無法換上廣角鏡，就隨意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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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轉身看到前方的老師和隊友，拍了一張，不知為何就是喜歡拍像這樣的角度。 

 

17.起身看山腳下，這莫不是白雲賓館，若是，也別太高興，以為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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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實際是像這樣。。。 

 

19.告訴自己別氣餒，可以爬過鰲魚峰就很不錯了，登高望遠，還是欣賞群山美景，享受享受辛苦後的代

價吧。 

 



Oldlady 西遊記之 2017 天地寬廣 心靜 我在黃山 day 2 (2017-01-10)              p. 36 / 60 

 

 



Oldlady 西遊記之 2017 天地寬廣 心靜 我在黃山 day 2 (2017-01-10)              p. 37 / 60 

20.這景好，老師都來一張。 

 

 
21.技術較差，拍不出天空和雲海的層次，亮部可以，暗部就太暗，暗部 okay,亮部就過曝，也沒有漸層鏡，

各位就加減看了。（又一題外話，老師和隊友都是拍 RAW 檔，（我是 JPEG），還常聽到他們在說＂包個三

五張，回去處理就可以了。＂真是厲害！哦，忘了說，老師不但開攝影課，還有後製班哦，也難怪，總

是需要＂實物＂好回去練習啊，要不是竹北太遠，我還真該去報名老師的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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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好不容易走到白雲賓館了，在路口看到地上有冰狀，是結霜嗎？無論如何，氣溫真的是很低，是因為

一直在走，所以不覺冷，但一停下來，果真有些＂凍＂。心中想著＂今天很冷，又有些飄雨，明天有可

能下雪嗎？＂（哈，來去找個烏鴉嘴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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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看到這裡，請您喘口氣，今早的行程，我是寫到要分成兩段，因為圖很多，路很長嗎？看地圖，才一

小段路啊。 

  

24.放大一點看吧，做了這張圖，這樣看，好像會比較長一點，哈哈，阿 Q 一下。 

 

快十二點半大家才吃午餐，大概是走得累，唏哩哇啦的就吃完飯，老師讓大家回去＂睡午覺＂，下午要

去拍雲海，哇，超吸引人的。 

大家下午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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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lady 西遊記之 2017 天地寬廣 心靜 我在黃山 day 2 下 (2017-01-10pm) 

 

跟著可以睡午覺的團還真是幸福，只是我沒睡午覺的習慣，不過正好可以抓緊時間看看上午拍東西。 

大伙吃飽睡飽後整裝開始下午的行程，天氣不是很好是真，冷以外，還飄著小雨，不過，無論如何，還

是得出發，總不可能是來睡覺的吧！ 

01.聽小夏說，本來行程是走一段和坐纜車，不過後來說，纜車停修保養中，所以行程只好又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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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實際上後來是走哪裡，我也沒太留意，就＂跟＂就是了。路邊山谷間小樹林的翠綠，和上午看到的景

很不一樣， 

 

03.不過，一樣的是山頭疊疊，還有更多了雲霧飄渺。白雲賓館這帶是白雲景區，也是前山和後山的分界。

西邊的西海大峽谷，地形險峻，因為雲霧繚繞而更顯夢幻，所以也稱為西海夢幻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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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天氣雖不好，但路況倒是好很多，雖然仍是彎彎曲曲，但至少石階是寬又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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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黃山山頭，不是光禿禿，就是像這樣的樹站（佔）山頭；山壁一大片＂摺痕＂，大自然，鬼斧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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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四天有三天是雲霧，在這裡，賽神仙了。 

 

07.霧氣真的很重，四處霧濛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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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老師說下午就是要在這裡拍雲海，單就這景，就夠動人的了。曾有人形容，黃山賞景，是無處不景，

無景不奇，移步換形，如入畫圖之中。看來，不是道聽途說。 

 

 

09.看峽谷中山頭，和上午看到的有很大的不同，上午的群峰峭拔，＂胖、圓、高大＂，可以說是雄偉，

現在的卻是峰巒林立，山體是尖銳片狀堆疊，像是刀劈斧斫般的巨大石片積木，一根根，一片片被插在

地上，形成像破碎的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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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而雲霧如著薄紗的舞孃，一下轉身飛舞，一下又回頭去了，飄飄渺渺中，山頭若隱若現， 

真的奇特的夢幻。 

 

11.大伙就這樣守著山谷等雲霧來又等雲霧去，來時全是一片白，大家就休息，閒聊打屁；或拍拍其他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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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空其實是小雨不停，打著傘，照樣拍，這不是痴狂是什麼？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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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精彩好戲上場了。。。 

大伙痴守山谷等雲霧的心，是值得的，雲霧稍散，是興奮的卡嚓，更是久久不能退去的驚嘆；隊友說，

這簡直就是阿凡逹的場景。我倒是覺得，這樣的心境，應該是快樂似神仙。自己技術雖欠佳，依然＂融

入其中＂，也拍得說不出話來了。 

13.話不多說，賞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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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還有，別以為要單眼才可以，我的小相機也＂快樂似神仙＂（其實整個下午都是雲霧雨的，我的 D70，

沒有遮光罩，沒有相機雨衣，兩三下，機身和鏡頭就溼了，很心疼，用布擦了收起來，只是這都沒啥用，

因為擦了收了，還是會忍不住又拿出拍，心疼了又收起來。加上因為冷而一直鼻水，擦得手忙腳亂，而

小相機的輕便反而是小兵立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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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以下都是ＧＸ７拍的，覺也不差啊。哈哈，自得其樂，博君一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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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時，不是在拍得好不好，其是知道如何去享受拍的過程中的心靜和樂趣，對不？^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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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隨著雲霧飄散，我們這群神似也滿足地打道回府，大家走得輕飄飄的，神仙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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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回到房間，脫下飯店提供的外套，以滿足、心喜的微笑心情，留下這＂倩影＂。 

 

整理好東西，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等下得向客服櫃台要一個透明塑膠袋和橡皮筋，做什麼？山人有妙

計，明天就知道。還有，要去找烏鴉嘴！ 

哈哈！Bye Bye ! 

  

＊＊＊＊＊還有更多照片，歡迎點閱相簿： 天地寬廣 心静 我在黃山二 ＊＊＊＊＊ 

http://photo.xuite.net/oldlady/20075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