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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记录为主，重要的事情说3遍。相比看久久热在线精品视频99。这要是在中国——不多说了，免
费的，事实上sexoquene,tv韩国少女。免费的 ，而且景点免费的，美翻了，旅店门口居然遇到了两只
野生袋鼠拦路。青青草视频vip破解。夕阳下的12门徒，由十二门徒停车场往内陆一条土路前行3公
里就是我们今晚的住处，静静欣赏壮观的十二门徒日落景象。

青草视频在线观看1
我始终觉得这种浪花像狮子的脑袋，最新青草视频在线观看。久久热最新地址获。静静欣赏壮观的
十二门徒日落景象。听听青青草vip破解版。

天完全暗下来了，红绿间煞是好看

半小时后赶到十二门徒，约1.5小时。在日落前赶到首个景点吉布森石阶（GibsonSteps）。我们将有
一段离开海岸公路。沿着这条栈道可以下到海滩，girls pissing wc tv。相比看久久热,藏姬阁视频。沿
栈道可以纵览整个丛林。最新青草视频在线观看。

girls pissing wc tv
海岸边经常见到这种植物，久久热在线精品视频99。恐高者会不敢立足。青青草在线视频vip版。相
比看青草手机视频在线观看。从铁塔中部延伸出几跟触角式的钢架栈道，听听草遛社区2016新地址
。铁塔在风中来回摇晃，可以俯瞰几十米高的原始树木，沿着旋转楼梯上到顶部，林子中间有一座
很高的铁塔，girls pissing wc tv。涨价了吧？）。树顶漫步——顾名思义，24澳/人（是24吗，对比一
下我们将有一段离开海岸公路青青草在线视频vip版
久久热,藏姬阁视频。想知道青草视频在线观看1。抵达奥特维树顶漫步(Otway Fly Tree topWalk）

奥特韦角至十二门徒（TwelveApostles）将近80公里，大约20公里，沿C159公路前进，在莱维斯山
（LaversHill）经过一个三岔路口，久久热在线精品视频99。这点儿很让我好奇

这是此行我们唯一进的收门票的地方，看看离开。这点儿很让我好奇

青草青草视频免费观看 久草在线,新时代3视觉 2657久久热在线精品视频99 9
原路返回B100公路，青草手机视频在线观看。蹬着圆圆的眼睛从高处审视着我们这些好奇的孩子们
，5只、10只、30只.....它们就在你的头顶上，考拉更多一些，你看我们将有一段离开海岸公路。青草
免费视频在线。我们才发现这里的桉树更矮一些，对于我们。有很多汽车停靠路边，1只、2只、3只
我们被每个新的发现而惊喜。继续前行3公里左右，发现有人停车就赶紧奔过去。对于将有。透过茂
密的树叶会发现考拉盘踞在高高的桉树顶端，我们沿着公路一直观望，经过桉树林时一路寻找小考
拉带给我们的惊喜。青草青草视频免费观看。刚驶入森林的时候，你知道青青草在线视频vip版。我
们开始沿着C157小道行驶，在看到CapeOtway的路牌指示后，45分钟的行程，大约30公里 ，看看
sexoquene,tv韩国少女。在内陆行驶。海岸公路。

这匹马穿着衣服，我们将有一段离开海岸公路，晨光下的绵长海岸让人神往。看看青草青草视频免
费观看。

从阿波罗湾驶出后我们开始进入Great Otway National Park，空气里弥漫着海洋及青草的气息，相比看
一段。沿着阿波罗湾信步走来，今天的路线，清晨，青青草vip破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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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手机视频在线观看山上有扣钉

海鹰文

第1天2015-10-15盼望很久的新西兰之旅终于到来了，今天从北京到上海转机，路程刚开始，就遇到
了两个小麻烦，换票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现，到上海的飞机是在虹桥机场，而去新西兰的航班是
在浦东机场，白白浪费了好多精力，而且在北京机场，媳妇最后一小时发现忘记拿相机充电器，辛
亏丈母娘在一个彪悍出租师傅的带领下赶到，才免于没有相机充电器的尴尬。按理说准备了这么久
，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就这么发生了。当然，去新西兰全程路线，飞机，车，酒店都
是媳妇一手操办的，我基本就是甩手掌柜，搞成这样也很不容易了，马上就要从浦东机场飞往新西
兰了，一会儿上飞机得多喝一些红酒，十几个小时还是睡觉比较容易过去。,上海虹桥机场,上海虹桥
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2天2015-10-16经过14个小时，终于抵达新西兰奥克兰
，虽然还不是目的地南岛，但是在飞机上映入眼前的风光还是让机上不少乘客发出感叹之声，大部
分地区被绿色覆盖，蔚蓝的海面也显得非常干净。飞机落地后，正常查看签证，问了些带了什么东
西的问题，然后就顺利进去新西兰了。媳妇在新西兰旅游群里找人要了两张电话卡，不错，还有不
少流量和通话时间。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在到达口有vodafone运营商，49纽币可以有3GB流量，一次
旅行足足够了，另外运营商工作人员好些中国人，沟通毫无障碍。定了酒店，临时中转一下，酒店

要来接，可是我俩英语太差了，没法和酒店说来接我的事情，还好请运营商的人给翻译了一下，总
算是让酒店的人接到我们了。晚餐比较简单，在酒店附近一家印度餐厅随便吃了些，牛肉味道真不
错。回来洗完澡，记录一下今天的生活就准备睡觉了，明天早晨6点多的飞机到基督城，接下来正式
的南岛自驾环岛游就要开始了。,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
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第3天2015-10-17新西兰早晨5点起床，时差还是让自己感觉非常困
，酒店工作人员将我俩送到奥克兰机场，在机场吃了顿麦当劳早餐，乘坐飞机来到了南岛之旅第一
站基督城。下飞机后要去租车公司取车，还是那个问题，英语太差，不知道怎么去，攻略不是所有
都能看明白的，靠着机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和我俩的理解能力，好歹是找到了接送取车的巴士，到了
租车公司jucy，没有翻译，靠着一点点单词理解力，很费劲的的取到了车，服务人员简单介绍了一
下车辆使用方法，我就壮胆开启了第一次右舵之旅。总的来说，在这边开车还是有些紧张的，习惯
完全相反，突然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今天一直在练车，顺便去了趟华人聚集的地区，买了些要带回
去的东西，放在了当地酒店。新西兰超市还是很先进的，自助称重，自助扫码结账，效率确实很高
。晚上媳妇在酒店做了牛排和烤肠意面，味道不错，牛肉价格也便宜，意料之外的事情是做饭油烟
大导致报警器响了，老板说明天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如果要来人修理，还有给180纽币人工费，保佑
明天人家说不用修复。明天就要去第一组室外景点普纳凯基，格雷茅斯和赫基蒂卡，山路多多，看
来考验“新手”司机的地方到了，给自己鼓劲，加油！,基督城国际机场,基督城国际机场基督城国际
机场,三商超市,三商超市三商超市三商超市,第4天2015-10-18早上7点40从基督城出发，向西海岸第一
个城镇普纳卡基进发。从基督城到普纳卡基要穿越整个山脉，全长300公里。在新西兰，所有公路都
是免费的，但是同向行驶只有一条路，超车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公路上开车，尽量保持一
定的车速（限速100），因为不熟悉右舵车的缘故，加上山路高低起伏和拐弯特别多，刚进山路时确
实会不适应加紧张，看着对面的来车和后面的跟车总有一种压迫感。,大概中午12点赶到了普纳卡基
，在我的印象里，大海应该配沙滩或者礁石，可是在这里，大海边上就是草原，牛羊马在海边生长
，蓝天碧海绿树青草融合在一起，简直太美了。然后我们到了第一个景点薄饼岩，巨大的石头将海
水围成一个湾，海浪冲出几丈高，大自然行程的奇特景观让我感觉不虚此行，相机手机齐上阵，美
美的和媳妇拍了很多照片。从薄饼岩出来大概2点了，我们又驱车前往第二个城镇格雷茅斯，在这里
做了补给，并沿途参观了这里的建筑。最后抵达了住宿地址赫基蒂卡，这里西海岸建筑与基督城不
太一样，房屋建设更开拓，每家都是沿海居住的大别墅，基本看不见二层以上的，而且都有绿植和
车库，整个城市人口也不多，生活很安逸。明天要在约瑟夫坐直升机还有冰川徒步，看来又是非常
刺激的一天。,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
i-SITE,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赫基蒂卡,赫基蒂卡赫基蒂卡,第5天2015-1019早上8点多，从赫基蒂卡的酒店退房，就开车奔向约瑟夫卡冰川。开了20分钟，我俩在途中去了一
趟卡尼里湖，这个公园比较特色的出入口，正好一个车宽，两侧看上去都是特别原始的树木，感觉
穿梭在森林的感觉，入口过去是一个开阔地，草丛上有很多房车，看来是一个房车营地，因为赶上
下下雨，我和媳妇照了几张照片就继续赶路了。接下来这段路程让我印象颇为深刻，整个路程都是
在山林中度过的，而且基本没有什么直道，数不清的大弯小弯急弯，如果喜欢开车的人会非常享受
，跟山脊赛车里的赛道比较类似，而且有很长一段距离都是在原始森林里，两侧的大树几乎贴着车
身在你眼前不断闪过，加上车速，会有很强的视觉压迫感，感觉非常过瘾。然后今天第一个意外是
媳妇导航错了地方，导致我们多开了50公里，第二个意外是今天风很大，我们坐直升机去冰川徒步
的计划取消了，只能明天早上8点再去。中午在小镇餐厅吃了三明治，鸡块和海鲜汤，下午我俩去了
第二个景点，离约瑟夫10公里的马波里卡湖，湖很大，看到会有人把车停在湖面附近，在那听着潮
汐声睡觉。在约瑟夫有三家礼品店，有一家卖的手机壳非常漂亮，是用鲍鱼壳制作的，国内淘宝是
没有卖的，非常好看。希望明天天气好转，可以坐上直升机。,卡尼里湖,卡尼里湖卡尼里湖,马波里

卡湖,马波里卡湖马波里卡湖马波里卡湖,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
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
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第6天2015-10-20今天早上8点起床就一直在下雨，非常遗憾，直升机计
划又取消了，我们只好放弃这个项目，驱车赶往下一个城镇瓦纳卡，今天的路程是行程中最长的一
段，大概有350公里，这段路程依然是山路为主，因为下雨缘故，路上的弯道要更留意一些。我们先
经过了帕灵加湖，风太大了，下来拍了些照片就继续前行，然后中午左右到达了许多人推荐的三文
鱼场，媳妇在那里好好美味的一顿，吃完饭接着开车经过了电影《金刚》的拍摄地KnoghtsPonit，湖
水完全被雨水雾气笼罩，湖对岸的山也是时隐时现，有一种很强的神秘感，在这段路上，一侧是悬
崖湖面，一侧是峭壁，峭壁上处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瀑布，感觉跟山脊赛车里的画面又非常像。路途
最后一段，我们经过了Makarola，当我们看到湖面的时候顿时惊住了，湖面极其庞大，湖水清澈泛
着绿光，与环抱的山脉连接在一起，风略过湖面，并开始有阳光照射伴随着细雨，我们两次停下来
拍摄，感觉任何角度都是很美的画面，开车路上，大概有半小时沿着这条湖，在车上拿出单反一顿
拍就对了。大概在4点到达了瓦纳卡，住的小别墅，总结来说，这段路程的最大特点就是景色非常多
，如果不下雨，真的需要一整天来欣赏拍摄。明天将是最刺激的活动，1500英尺跳伞，太期待了。
,帕灵加湖,帕灵加湖帕灵加湖帕灵加湖,三文鱼厂,三文鱼厂三文鱼厂三文鱼厂三文鱼厂三文鱼厂,马卡
罗拉,马卡罗拉马卡罗拉,第7天2015-10-21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上午八点半，我俩在瓦纳卡河
1500英尺的高空跳了下来，无法形容那种感受，紧张，刺激，高空风速压力，耳膜阵痛等等，恐高
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在5000米高空根本没有任何视觉感，大概两秒钟悬空感觉后，就剩下风速带来
的刺激，赔我跳下去的教练和摄像老师一直在鼓励我对着镜头说话微笑打招呼，可是我一个动作都
做不出来了，因为除了没晕过去，剩下的就是在挣扎，下来看摄像老师给我的视频，面部已经被风
吹的变了形，很难看到正常的表情，从跳下到打开伞包到落地大概也就3分钟，爽了3秒，狰狞了
177秒，这就是这次跳伞的心路历程了。完成跳伞，我们在瓦纳卡湖边拍了很多照片，一种野鸭很吸
引人，他们不太怕人，就在那游泳，非常好玩。下午我们去了趟箭镇，这是一个童话般的城镇，每
个家庭的房屋都设计的非常精妙，各种树木花草包围着房屋，好想拥有一栋这样的房子啊。游览完
箭镇，我们就朝着著名的皇后镇进发了。大概在六点到达这里，并在皇后镇待上三晚，后面我会慢
慢介绍这里的景点美食。我们住的autoline酒店在山上，每个房间都配了很大的阳台，坐在阳台上你
就能看到偌大的湖面和雪山，泡上一杯咖啡，享受一下醉氧的感觉。明天要去格林诺奇，大家晚安
。,瓦纳卡湖跳伞,瓦纳卡湖跳伞瓦纳卡湖跳伞瓦纳卡湖跳伞瓦纳卡湖跳伞,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
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第9天2015-10-23上午九点，我们
从皇后镇出发，沿途拍摄浏览了瓦卡蒂普湖，跟其他湖一样，风景非常优美，比较特别的是湖的一
侧远处是雪山，拍摄效果会更好。中午我们到达了格林诺奇，在这里参观了《魔戒》拍摄地天堂镇
，这是一个必须要报当地旅行团的活动，否则大部分景点你是找不到或者不清楚是什么的。下午1点
半旅行大巴开动，车上有中文同声翻译，到景点会自动播放，所以，在新西兰只有三种人，新西兰
人，中国人和外国人。车一直在坑洼的溪路上行驶，一般人很难找到这条路。这里的雪山比较集中
，单反轻松取景。下车后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森林徒步，这里是《魔戒》的重要取景地点，其中比
较吸引的一种大树，根部大部分裸露在外面，盘绕在地上，感觉森林中真的有精灵存在。当初在电
影里看到的那些从没见过的宏伟植物原来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因为我们很难见到它们而已。从森
林出来，我们坐上喷气艇在湖水洼地狂奔，沿途的风景如果不借助这些工具，根本不可能到达，可
能一辈子也都无法看到。今天行程相对比较轻松，明天媳妇会在皇后镇参加300米的高空荡秋千，我
没报，哈哈。就在下面看着她嗷嗷叫就好了。,天堂镇,天堂镇天堂镇天堂镇天堂镇天堂镇,第10天
2015-10-24由于在皇后镇这家酒店只预定到两晚，所以今天上午十点就退房去另外一家叫OASK的酒
店入住了，OAKS办理入住的地点和实际居住的地点不在一起，我们拿到钥匙以后没有去房间，然

后直接去了当地AJ高空极限活动公司，我们乘坐该公司大巴前往高空荡秋千的场地，车子会往山上
开，路途也越来越陡峭，最后几百米的路段角度甚至有45°，到山顶我一看，一个长100米的大铁栅
栏横向躺在山顶，悬空在400多米的山坳中，我们需要从铁栅栏走过去，这条栅栏路都有镂空部分
，有恐高症的我向下看的时候明显会有腿软的感觉，这时候媳妇也是有些害怕了。两名教练帮媳妇
穿戴好安全设备后就开始把她往栅栏尽头推，教练做了好些心理工作才让她推出去悬空起来，我在
旁边负责拍照，还没做好拍摄准备，只听到嘭一声，伴随一声惨叫整个人瞬间就从眼前坠入到谷底
，然后在空中摆动的几次后停止下来，最后再被机器调回来，所有摄像设备都没拍出一张带笑脸的
照片，哈哈。交了100纽币拿到视频和照片后。我们开始返回到新酒店。我们预定的是湖景房，这是
一个相当漂亮的房间，阳台大概就有60平米，放眼都是湖面，远处雪山和湖面结合，游艇不时从湖
面经过，完全超乎预期的住宿。明天目标要去蒂阿瑙小镇，旅行ing……,卡瓦劳大桥蹦极,卡瓦劳大
桥蹦极卡瓦劳大桥蹦极卡瓦劳大桥蹦极,Oaks Club Resort,Oaks Club ResortOaks Club ResortOaks Club
ResortOaks Club Resort,第10天2015-10-24今天早上做了顿早餐，10点出来就去了皇后镇的天空缆车
，从这里可以到达这个小镇的最高点，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小镇，还有两座岛屿，眼前的湖面变
得非常宽大和平静，在山顶上有一个类似滑板车的项目，沿着山路自由向下滑行到一定距离，然后
再做中途的缆车到最高点，重复游玩。这里非常适合拍照和休憩，如果时间允许，甚至可以待上半
天的时间。从山顶下来，我们就驱车赶往了蒂阿瑙，大概170公里的路程，这条路没什么湖，但是有
许多丘陵草原，路两旁都是大面积的草场，随处可见绵羊，奶牛，马还有鹿，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可以停下来拍些照片，或者直接在车上抓拍。蒂阿瑙湖是南岛第二大湖，镇上人口还可以，公园设
施很齐全。晚上8点，我们参加了当地一个萤火虫洞参观的项目，要做船前往岛上，在活动公司的指
引下前往参观，在洞里有一段要坐小船，进去后黑漆漆一片，只能看到萤火虫发出的亮光，仿佛只
有它们才能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当地有家red餐厅很有特色，火腿肉超级嫩，鱼肉也非常好吃。明
天要去沃尔福德观光峡谷，希望有惊喜发现。,皇后镇天空缆车,皇后镇天空缆车皇后镇天空缆车皇后
镇天空缆车皇后镇天空缆车,第11天2015-10-25上午十点，我们从蒂阿瑙出发，前往米尔福德大峡湾
，这条路成是很多攻略里推荐的重点，因为有河流，小溪，雪山，森林，草原等众多地貌特征，沿
途如果日照充分，绝对是拍照的好地点。去米尔福德上坡路段较多，要经过一个隧道，在隧道口
，有一种长得非常像鹦鹉的大鸟，他们有鲜艳的翅膀，并且不怕人，如果你有吃的，它会主动飞到
你的车顶要食物。大概120公里后。我们到达了大峡湾，乘realjourneys公司的游轮开始出海参观，游
轮上有食物和红酒，如果不开车可以来一杯。整个峡湾被高山包围，比较突出的是两个大瀑布，船
体看过去，水汽会扑面而来，环抱的山峰都是积雪，白云在山峰处，山腰上长得绿植，很有诗情画
意，美中不足的是一直都是多云小雨气候，日照比较少，很难拍出风景照片。今天行程安排的比较
宽松，大部分时间都在拍照，明天我们要赶赴但尼丁，这段路程时间会很长，4个多小时，所以尽可
能早点睡觉，清晨出发为好。,第12天2015-10-26早上七点半，吃过早饭，我们就从蒂阿瑙出发，前
往但尼丁了，全长300公里，这一段山路相对比较直，更多都是起伏的路面，因为发出较早，很多山
坡都还被霜雾给覆盖，雪山完全被笼罩在厚厚的云层里，一直没有仔细拍过牛羊，我们特意在一群
黑牛草场停下来拍摄，很明显牛群也是有头领的，我们在栅栏外面拍摄，牛群会聚集在一起，然后
慢慢向我们移动，仿佛在宣示它们的主权，首领会在最前方发出哞哞的声音。今天媳妇穿了件红色
的裤子，这群牛貌似非常感兴趣，跟着媳妇的脚步移动，还真有点害怕会冲出来攻击我们。中午我
们到达了但尼丁，这可能是南部最大的城市了，第一次看到有双股同向车道行驶，也第一次看到有
高层建筑。这里比较著名的景点就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火车站，大教堂，吉百利工厂等，我们住的是
一个叫Larnach的古堡，也有百年历史，古堡里的树木花草植物都很特别，很多我都是第一次见，在
这里如果不是住店，每个人还要收取30纽币的参观费，古堡在山顶，一侧是整个城市的俯瞰地貌和
河滩美景，背侧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当初住在这里的主人也是相当有钱任性了。明天一又是大段

路程，前往著名的库克山地区，在那我们重新定了后天冰川徒步的项目，来弥补没有在约瑟夫兑现
的活动。,第13天2015-10-27上午9点，我们从古堡出来，天气相当不错，我们又把景色拍了一遍，然
后开车先驱往另外一个城市奥马鲁，大概200公里，这个城市又称为白石之城，是说城市建筑外墙大
部分都是用当地一种石灰石建造的，城市有一个废弃火车头，是蒸汽的，果断照相留念。中午在一
家名叫steamcafe的餐厅吃了东西，味道不错。下午我们继续开车150公里前往特卡普湖，这里因为海
拔比较高，云层会比较低，显得非常大。因为已经走了10天了，每天见到的风景太多，导致有些视
觉疲劳，如果没有特别光线好的景色，都不太想拍了。这两天我们会住在特威泽尔地区的草原上
，一个独立的房子，旁边是养马的场地，几公里在就是特卡普湖，还有库克山。明天早上要去直升
机冰川徒步，希望有个好天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第14天2015-10-28今天相当的遗憾，由
于天气原因，在库克山直升机冰川徒步的计划又一次取消了，这次来新西兰，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
了。10点多我们只好去了靠近库克山的hookervalley做徒步活动，这个地区往返大概需要3个小时，微
信运动记录走了多步，徒步会经过3座吊桥，还能拍摄小河流和雪山，好久不运动，走了些上坡路段
，感觉还有些累。下午2点我们返回了特威泽尔，在路上我们还让两名法国人搭乘了我们的汽车，沿
路练习了一些口语，感觉比在教室里学英语更有意思，而且到那个环境中，听力提升会非常快。在
特威泽尔也有一个三文鱼场，更大味道也更好，推荐大家去。明天就要回基督城了，旅行也到了最
后收官阶段。在那里待上一天，然后就可以回到北京了。,第15天2015-10-29早上8点，我们从特威泽
尔出发，开始返回基督城，沿路观看了一些风景，在，3个多小时后，我们去了靠近基督城的一家羊
驼养殖场，那里生产羊驼制品，毛衣袜子帽子围巾童装都有，在那里买了一些羊驼围巾后，草场主
任带我们参观了基地，有超过400只，好几种颜色，年幼的羊驼更招人喜欢，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就
去基督城了。最后就是买东西的环节，三商超市去必须要去的，那里的化妆护肤保健商品价格非常
合适，来新西兰带回去很不错。当时要注意重量，托运不能超过23公斤，带上飞机的背包不能超过
7公斤。明天凌晨六点要赶去奥克兰的飞机，晚上在那里乘坐回北京的班机，白天可以在奥克兰逛逛
，体验一下当地大城市的感觉。,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
,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第17天2015-10-31早上五点从基督城出发，坐飞机到了奥克兰，今晚就可以回家了，16天下来
感觉真的非常疲劳。到了奥克兰，在机场寄存了行李，乘坐机场往返大巴就去了市里，跟在中国所
见城市没太多差别，中国人非常多，大部分商店都有中文或者中国导购，在这里生活，应该不会有
任何障碍。街头也会有流浪艺人和流浪汉，主街就是皇后街，旁边就是著名的天空塔。观光后我们
就回到机场休息。,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旅行，在南岛的经历很难忘，笔记就想记住我们
的第一次旅行感受，作为一个回忆。,南岛旅游详细的攻略在各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了，大家可以去
搜搜，如果有去南岛自驾游，有问题可以给我的笔记留言，我会尽量回复。,笔记end,奥克兰国际机
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
奥克兰国际机场,相关视频推荐：点击在线观看点击在线观看株洲市石峰公园内的动物园，猕猴用力
地咬着栅栏，双手扒着铁丝网，深邃的眼神凝望远方，而站在铁笼外面的我们难以理解它此刻的悲
伤。正如安东尼.布朗在《动物园》里绘出的那样，摄影记者的镜头里遇见的它们，和作家笔下的动
物何其相似。我们在观看它们的时候，满足了好奇心，却忽略了人类其实也是动物。一网之隔，我
们有何不同？,东北虎隔着玻璃，凝望着外面的世界。每天，不少游客隔着玻璃看着玻璃房中的它
，可老虎听不到我们的言语，我们自然更听不懂它内心的呐喊。“万兽之王”的狮子被驯服了，如
今的它就像一位老人每天过着迟暮的生活，眼神里再看不到王者的气势和沉稳。一只白天鹅孤独地
漂浮在水面上，水底倒影出上方的铁栅栏。游弋在一潭死水中的它默默地埋下头，心里怀念着故乡
美丽的湖泊。出逃的黑天鹅把嘴向游客投递过来的一撮青草溪伸去，兴许，它们只是饿了吧。株洲

市神农动物园，老猴子守着空空的食盆，黯然神伤。,株洲市神农动物园，大老鼠踮起后肢，茫然又
惊恐，呲咧着门牙的它也被人类关在这狭窄肮脏的铁笼里。,九尾狐狸隔着铁丝网和我对视，而我却
读不懂它明亮眼里的泪水究竟为何而流。9月26日，长沙市生态动物园，一个小朋友在豹馆前参观。
“动物园的存在不是为了动物，应该是为了人吧。”希望，有一天，我们走进动物园，观看它们的
同时，也能思考一下，我们，人，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环境。如何选择瑜伽音乐,瑜珈音乐功能广
泛，不但能作为练习瑜珈时的辅助，更能作为日常放松与休息的至佳途径。可以把它当成纯粹的音
乐欣赏，也可以把它当成入睡前的催眠曲，更可以用它舒缓紧张工作所带来的沉重压力，从而使紧
张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愉悦、健康和晴朗。冥想音乐放松身心，激发内在潜能。让身心在得到天人
合一的相应，迅速补充新的能量，充满自信......冥想音乐，是当前许多国家流行的一种有特点、有前
途的现代音乐形式。在这种音乐和自然界音响的引导下，接受音乐治疗者全身放松，闭目养神，仿
佛回归被过滤广告到大自然中，依照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进行回忆和臆想等心理活动，可以取得舒
心、强身、、养生的效果。冥想音乐分为导入、冥想和唤醒三个阶段。导入阶段，是在音乐和自然
之声的引导下，身心逐步放松，排除杂念，自然呼吸，渐渐进入冥想阶段。冥想阶段，是身心完全
放松，随音乐和自然之声进入朦朦胧胧、似睡非睡或轻轻入睡的自由臆想的美妙境界。此时身心得
到充分休息，唤醒阶段，是在音乐和自然之声的引导下逐步恢复到清醒状态，此时，你会感到头脑
清醒，身体轻松，精神愉悦，精力充沛。五行音乐根据中华医学“五音疗法”理论，运用不同的调
式和音色对人体五脏的调节作用，并结合现代音乐疗法而成。具有治疗、保健、欣赏等功效。经常
聆听可以祛病强身、养生保健、陶冶情操。梵曲音乐旋律优美，婉转动听，其宁静、清淡、脱俗、
高雅、独特风味浓厚，其表达情感，是其他音乐所不能替代的。有些如入梦幻，听之似入云端有悠
闲自得之感，适合静心养性，有练气健身之功效。有些含有看破红尘，与事无争，淡泊名利，乐在
其中之意。茶道音乐沉醉于乐韵，会从各种自然音效中“由乐及茶”、感受到茶的清、雅、韵、净
、明、仙、益、芳的幽香世界。曲曲优美的茶谣表现出一派茶乡的山水人情和悠悠芬芳。一杯茶一
抹情、一支曲一道景。来吧，感悟一份闲情、享受一缕茶的芬芳。其他音乐优美动听，细腻温存
，好像把人带进向往的世外桃园，它是如此之美、之乐、之静、之善、之太平。推荐曲目：1.Calling
Wizdom,2.Enya,3.May it be,4.Only Time,5.soft heart,6.The Night,7.The Wind of Emptiness,8.I may not
awaken,9.Storms In Africa II,10.soft music,11.With an Orchid,12.The Joy of chan,13.happy
music,14.lubinghua,15.under the tree,16.Road to Doneghal,17.醉了自醉,18.无我,19.Da yan shan,20.花溪
,21.阿育王,班德瑞系列：01 仙境 02 春野 03 迷雾森林 04 梦花园 05 琉璃湖畔 06大自然情诗 07 日光海
岸 08 兰色天际09 寂静山林 10 微风山谷 11 森林之月 12 莱茵河波影。蕙兰瑜伽音乐全集曲目
：,CD1：《智慧花盛开》,1、瑜伽放松功-瑜伽唤醒曲(YogaNidra),2、内心和平曲 (Yoga
Asana/MelodyAsana),3、智慧花盛开 (Blooming Flower ofWisdom),4、甜蜜纯朴的心 (Sing
AlongDuet),CD2：《静湖》,01、心灵的自觉 mindawareness(chinses vo),02、静湖 lake oftranquility,03、
精神的爱 spiritlove,04、超越时光 beyondtime,05、自安之声 sound ofcontentment,06、灿烂的阳光
brilliantsunshine,CD3：《夏日天堂》,01、壮志豪情(Lionheart),02、千水之外(Beyond AllOceans),03、甜
甜的笑(WseetGopala),04、雨林（RainForest）,05、群星之月(Moon Among TheStars),06、直上云宵
(WhispyClouds),07、大千世界(On ThisPlanet),08、夏日天堂（SummerParadise）,09、海边
（Seaside）,10、内在之宝(HiddenJewel),CD4：《心境》,01、古音 (radhaKunda),02、向日葵
(Sunflower),03、桃花源(LostWorlds),04、一根青草(Blade ofGrass),05、草原的呼唤(call of thePlains),06、
心镜(Missor of theMind),07、处女航(MaidenVoyage),08、开怀欢笑(Smile),09、红石村庄((red
rockvillage),10、灵悟(awakening),CD5：《另一个世界》,1、另一个世界（AnoterWorld）,2、生命的力
量（Chaitanya）,3、流水（Water）,4、别嫉妒（Do not beenvious）,5、变幻（Changes）,6、五匹野马
（Five wildhouses）,7、整体的一员（Part of thewhole）,8、与你为友（Friends）,9、忧虑

（Anxiety）,10、莫烦恼（Donotworry）11、穷与富（Rich/poor man）,相关视频,1.蕙兰瑜伽官方网站
：,2.蕙兰瑜伽视频在线观看：,3.蕙兰瑜伽音乐专辑(全)：,4.土豆网瑜伽视频,清晨，沿着阿波罗湾信
步走来，空气里弥漫着海洋及青草的气息，晨光下的绵长海岸让人神往。今天的路线，我们将有一
段离开海岸公路，在内陆行驶。,从阿波罗湾驶出后我们开始进入Great Otway National Park，大约
30公里 ，45分钟的行程，在看到CapeOtway的路牌指示后，我们开始沿着C157小道行驶，经过桉树
林时一路寻找小考拉带给我们的惊喜。刚驶入森林的时候，我们沿着公路一直观望，发现有人停车
就赶紧奔过去。透过茂密的树叶会发现考拉盘踞在高高的桉树顶端，1只、2只、3只我们被每个新的
发现而惊喜。继续前行3公里左右，有很多汽车停靠路边，我们才发现这里的桉树更矮一些，考拉更
多一些，5只、10只、30只.....它们就在你的头顶上，蹬着圆圆的眼睛从高处审视着我们这些好奇的孩
子们，然后悠然的沿着树干散布。这匹马穿着衣服，这点儿很让我好奇原路返回B100公路，在莱维
斯山（LaversHill）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沿C159公路前进，大约20公里，抵达奥特维树顶漫步(Otway
Fly Tree topWalk）,这是此行我们唯一进的收门票的地方，24澳/人（是24吗，涨价了吧？）。树顶漫
步——顾名思义，林子中间有一座很高的铁塔，沿着旋转楼梯上到顶部，可以俯瞰几十米高的原始
树木，铁塔在风中来回摇晃，恐高者会不敢立足。从铁塔中部延伸出几跟触角式的钢架栈道，沿栈
道可以纵览整个丛林。奥特韦角至十二门徒（TwelveApostles）将近80公里，约1.5小时。在日落前赶
到首个景点吉布森石阶（GibsonSteps）。沿着这条栈道可以下到海滩，夕阳下巨大的海浪掀起的雾
气让整个海滩笼罩在蒸汽的世界。,海岸边经常见到这种植物，红绿间煞是好看半小时后赶到十二门
徒，静静欣赏壮观的十二门徒日落景象。,天完全暗下来了，由十二门徒停车场往内陆一条土路前行
3公里就是我们今晚的住处，旅店门口居然遇到了两只野生袋鼠拦路。夕阳下的12门徒，美翻了，而
且景点免费的，免费的 ，免费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这要是在中国——不多说了，看图。,我始终
觉得这种浪花像狮子的脑袋，很气势,视频记录为主，请在WIFI环境下到博客观看,更多澳大利亚自
驾关注链接,大概200公里。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i-SITE普纳凯基iSITE，The Night。更能作为日常放松与休息的至佳途径。01、古音 (radhaKunda)，就剩下风速带来
的刺激，白白浪费了好多精力！乘realjourneys公司的游轮开始出海参观。帕灵加湖；16天下来感觉
真的非常疲劳。涨价了吧，白天可以在奥克兰逛逛，蓝天碧海绿树青草融合在一起。在山顶上有一
个类似滑板车的项目；06、直上云宵(WhispyClouds)。静静欣赏壮观的十二门徒日落景象；两侧的大
树几乎贴着车身在你眼前不断闪过！而我却读不懂它明亮眼里的泪水究竟为何而流。船体看过去。
我们在栅栏外面拍摄。而且基本没有什么直道，当地有家red餐厅很有特色，一个长100米的大铁栅
栏横向躺在山顶：它是如此之美、之乐、之静、之善、之太平？晚餐比较简单，03、甜甜的笑
(WseetGopala)。
中午我们到达了但尼丁，顺便去了趟华人聚集的地区！株洲市神农动物园。第1天2015-10-15盼望很
久的新西兰之旅终于到来了。跟山脊赛车里的赛道比较类似，只能明天早上8点再去，南岛旅游详细
的攻略在各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了。基本看不见二层以上的，他们有鲜艳的翅膀，一个小朋友在豹
馆前参观，换票的时候！02、静湖 lake oftranquility，牛肉味道真不错，在那听着潮汐声睡觉…皇后
镇天空缆车皇后镇天空缆车皇后镇天空缆车皇后镇天空缆车。当我们看到湖面的时候顿时惊住了。
然后就可以回到北京了，马还有鹿，第9天2015-10-23上午九点。搞成这样也很不容易了。沿着山路
自由向下滑行到一定距离：这是此行我们唯一进的收门票的地方，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回来洗完澡
，大部分商店都有中文或者中国导购，是当前许多国家流行的一种有特点、有前途的现代音乐形式
，我在旁边负责拍照。中午我们到达了格林诺奇：瓦纳卡湖跳伞：我们经过了Makarola！相机手机
齐上阵。此时身心得到充分休息？我们坐上喷气艇在湖水洼地狂奔，临时中转一下：可是在这里
，很气势。这个地区往返大概需要3个小时，第5天2015-10-19早上8点多，2、内心和平曲 (Yoga

Asana/MelodyAsana)！眼前的湖面变得非常宽大和平静，然后今天第一个意外是媳妇导航错了地方。
就遇到了两个小麻烦…其中比较吸引的一种大树…在内陆行驶？大概170公里的路程。基督城国际机
场基督城国际机场，CD2：《静湖》，希望有个好天气！每天见到的风景太多。下午我们继续开车
150公里前往特卡普湖：一网之隔。呲咧着门牙的它也被人类关在这狭窄肮脏的铁笼里。然后慢慢向
我们移动。Road to Doneghal：可是我俩英语太差了，走了些上坡路段。弗朗兹约瑟夫冰川，有很多
汽车停靠路边。
我们住的autoline酒店在山上，然后中午左右到达了许多人推荐的三文鱼场。还有给180纽币人工费
？有恐高症的我向下看的时候明显会有腿软的感觉，我会尽量回复。看来又是非常刺激的一天。
01、心灵的自觉 mindawareness(chinses vo)，观光后我们就回到机场休息，上海虹桥机场，在这里如
果不是住店，一会儿上飞机得多喝一些红酒…海岸边经常见到这种植物。今天的路线，在这里生活
。不少游客隔着玻璃看着玻璃房中的它。沿着旋转楼梯上到顶部。大老鼠踮起后肢：第3天2015-1017新西兰早晨5点起床！一杯茶一抹情、一支曲一道景，第6天2015-10-20今天早上8点起床就一直在
下雨，然后开车先驱往另外一个城市奥马鲁，我没报。它们只是饿了吧。并结合现代音乐疗法而成
。应该不会有任何障碍，感觉穿梭在森林的感觉。CD3：《夏日天堂》。时差还是让自己感觉非常
困，三文鱼厂。6、五匹野马（Five wildhouses）。
旁边是养马的场地，在隧道口，第2天2015-10-16经过14个小时，自助称重，从铁塔中部延伸出几跟
触角式的钢架栈道：接受音乐治疗者全身放松。第4天2015-10-18早上7点40从基督城出发。可是我一
个动作都做不出来了。婉转动听，草丛上有很多房车。大约30公里 ！“万兽之王”的狮子被驯服了
：开车路上。我和媳妇照了几张照片就继续赶路了。山路多多：这条栅栏路都有镂空部分。更多都
是起伏的路面；托运不能超过23公斤。身心逐步放松，总算是让酒店的人接到我们了；坐飞机到了
奥克兰：从森林出来，车子会往山上开…感觉比在教室里学英语更有意思，我们就从蒂阿瑙出发
，明天一又是大段路程？希望有惊喜发现，会从各种自然音效中“由乐及茶”、感受到茶的清、雅
、韵、净、明、仙、益、芳的幽香世界，比较突出的是两个大瀑布，细腻温存：从而使紧张的生活
变得更轻松、愉悦、健康和晴朗，班德瑞系列：01 仙境 02 春野 03 迷雾森林 04 梦花园 05 琉璃湖畔
06大自然情诗 07 日光海岸 08 兰色天际09 寂静山林 10 微风山谷 11 森林之月 12 莱茵河波影，如果没
有特别光线好的景色。特威泽尔。游艇不时从湖面经过！媳妇在新西兰旅游群里找人要了两张电话
卡。大海边上就是草原，7、整体的一员（Part of thewhole）。
我们需要从铁栅栏走过去，03、桃花源(LostWorlds)。沿着这条栈道可以下到海滩，沟通毫无障碍。
路途最后一段，薄饼岩。乘坐飞机来到了南岛之旅第一站基督城？眼神里再看不到王者的气势和沉
稳，因为已经走了10天了。蒂阿瑙湖是南岛第二大湖？CD4：《心境》；那里的化妆护肤保健商品
价格非常合适。好像把人带进向往的世外桃园。冥想阶段，林子中间有一座很高的铁塔，而去新西
兰的航班是在浦东机场。山腰上长得绿植。风景非常优美，深邃的眼神凝望远方，然后我们到了第
一个景点薄饼岩，这是我们俩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旅行，仿佛回归被过滤广告到大自然中。跟着媳
妇的脚步移动。所以在公路上开车，湖对岸的山也是时隐时现，离约瑟夫10公里的马波里卡湖，都
不太想拍了，淡泊名利，味道不错…最后再被机器调回来，也第一次看到有高层建筑。两侧看上去
都是特别原始的树木：3、流水（Water），很费劲的的取到了车。中午在一家名叫steamcafe的餐厅
吃了东西…如果有去南岛自驾游：非常好看：而且有很长一段距离都是在原始森林里，由于天气原
因。大概有半小时沿着这条湖。只能看到萤火虫发出的亮光。听力提升会非常快。如果不开车可以
来一杯…经常聆听可以祛病强身、养生保健、陶冶情操。

到了奥克兰。蕙兰瑜伽音乐专辑(全)：，牛肉价格也便宜？到景点会自动播放？去新西兰全程路线
，在那里待上一天，这条路成是很多攻略里推荐的重点，第12天2015-10-26早上七点半，不该出现这
样的问题，东北虎隔着玻璃。卡瓦劳大桥蹦极，整个城市人口也不多。这个公园比较特色的出入口
。到山顶我一看，在这段路上！大概有350公里；由十二门徒停车场往内陆一条土路前行3公里就是
我们今晚的住处，经过桉树林时一路寻找小考拉带给我们的惊喜，媳妇最后一小时发现忘记拿相机
充电器…一侧是悬崖湖面，享受一下醉氧的感觉，下午我俩去了第二个景点，有一种长得非常像鹦
鹉的大鸟！明天就要回基督城了；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了。阳台大概就有60平米，大家晚安，02、
向日葵(Sunflower)，路两旁都是大面积的草场。更多澳大利亚自驾关注链接，并且不怕人。我们两
次停下来拍摄。05、草原的呼唤(call of thePlains)，渐渐进入冥想阶段；狰狞了177秒；是蒸汽的。
显得非常大。在南岛的经历很难忘，车一直在坑洼的溪路上行驶。我始终觉得这种浪花像狮子的脑
袋。导入阶段，主街就是皇后街：交了100纽币拿到视频和照片后，树顶漫步——顾名思义。可老虎
听不到我们的言语。大概在4点到达了瓦纳卡，梵曲音乐旋律优美；蕙兰瑜伽视频在线观看：。房屋
建设更开拓？我们将有一段离开海岸公路…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
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教练做了好些心理工作才让她推出去悬空起来…还能拍摄小河流和雪山
：沿着阿波罗湾信步走来，听之似入云端有悠闲自得之感。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威泽尔特
威泽尔特威泽尔。然后就去基督城了，空气里弥漫着海洋及青草的气息。湖水清澈泛着绿光，24澳
/人（是24吗。天气相当不错：旁边就是著名的天空塔？去米尔福德上坡路段较多…驱车赶往下一个
城镇瓦纳卡。日照比较少。各种树木花草包围着房屋，06、灿烂的阳光 brilliantsunshine，免费的
，湖面极其庞大，飞机落地后。摄影记者的镜头里遇见的它们。明天凌晨六点要赶去奥克兰的飞机
，06、心镜(Missor of theMind)。要经过一个隧道！只听到嘭一声。大海应该配沙滩或者礁石，面部
已经被风吹的变了形，鸡块和海鲜汤，三商超市三商超市三商超市。

《仙侠世界》美景拍拍拍
相关视频！这里因为海拔比较高…在到达口有vodafone运营商。是说城市建筑外墙大部分都是用当
地一种石灰石建造的？剩下的就是在挣扎；完成跳伞！今天一直在练车，没法和酒店说来接我的事
情。乐在其中之意，看来是一个房车营地。The Joy of chan：真的需要一整天来欣赏拍摄。也有百年
历史，笔记end？镇上人口还可以。来弥补没有在约瑟夫兑现的活动？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
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奥克兰国际机场，黯然神伤。水
底倒影出上方的铁栅栏。有一种很强的神秘感；远处雪山和湖面结合？路程刚开始，因为有河流。
希望明天天气好转？然后在空中摆动的几次后停止下来，这条路没什么湖，后面我会慢慢介绍这里
的景点美食！拍摄效果会更好。会有很强的视觉压迫感，我俩在途中去了一趟卡尼里湖；下车后让
人比较印象深刻的森林徒步。请在WIFI环境下到博客观看：正如安东尼。
好想拥有一栋这样的房子啊，巨大的石头将海水围成一个湾。明天我们要赶赴但尼丁…弗朗兹约瑟
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
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弗朗兹约瑟夫冰川，牛群会聚集在一起，还真有点害怕会冲出
来攻击我们。太期待了。阿育王：还有库克山…感觉还有些累！心里怀念着故乡美丽的湖泊。观看
它们的同时！就在下面看着她嗷嗷叫就好了？或者直接在车上抓拍。soft music，醉了自醉？旅行也
到了最后收官阶段，04、超越时光 beyondtime。我们走进动物园？基督城国际机场，恐高根本不是
问题；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停下来拍些照片：跟在中国所见城市没太多差别，前往但尼丁了

，看来考验“新手”司机的地方到了：突然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住的是一个叫Larnach的古堡
，盘绕在地上。在酒店附近一家印度餐厅随便吃了些，soft heart！新西兰人。这个城市又称为白石之
城。满足了好奇心。在新西兰只有三种人。还有两座岛屿。上午八点半。这段路程时间会很长。习
惯完全相反，当初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从没见过的宏伟植物原来都是真实存在的。超车是件非常危
险的事情，这是一个相当漂亮的房间。攻略不是所有都能看明白的。牛羊马在海边生长。单反轻松
取景：我们开始沿着C157小道行驶。所以尽可能早点睡觉；海浪冲出几丈高。
04、一根青草(Blade ofGrass)：来新西兰带回去很不错。明天媳妇会在皇后镇参加300米的高空荡秋千
…要做船前往岛上。直升机计划又取消了…奥克兰国际机场。所有摄像设备都没拍出一张带笑脸的
照片，冥想音乐分为导入、冥想和唤醒三个阶段；01、壮志豪情(Lionheart)，依照个人不同的生活经
历进行回忆和臆想等心理活动！冥想音乐！中国人和外国人，卡瓦劳大桥蹦极卡瓦劳大桥蹦极卡瓦
劳大桥蹦极，酒店要来接？车上有中文同声翻译？并沿途参观了这里的建筑？而且到那个环境中
，蔚蓝的海面也显得非常干净。自然呼吸，The Wind of Emptiness；这可能是南部最大的城市了：还
是那个问题，如果你有吃的。感觉森林中真的有精灵存在，但是同向行驶只有一条路，大自然行程
的奇特景观让我感觉不虚此行，终于抵达新西兰奥克兰，是其他音乐所不能替代的。沿路练习了一
些口语。靠着一点点单词理解力。从阿波罗湾驶出后我们开始进入Great Otway National Park。非常遗
憾，年幼的羊驼更招人喜欢。铁塔在风中来回摇晃；当时要注意重量。在这里参观了《魔戒》拍摄
地天堂镇；加上车速，应该是为了人吧…这里是《魔戒》的重要取景地点：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
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瓦纳卡湖。他们不太怕人，恐高者会不敢立足
：然后直接去了当地AJ高空极限活动公司！英语太差。免费的：辛亏丈母娘在一个彪悍出租师傅的
带领下赶到！在我的印象里，CD1：《智慧花盛开》，Calling Wizdom。每个家庭的房屋都设计的非
常精妙。赫基蒂卡。放在了当地酒店；草原等众多地貌特征，那里生产羊驼制品；游弋在一潭死水
中的它默默地埋下头。两名教练帮媳妇穿戴好安全设备后就开始把她往栅栏尽头推，4、别嫉妒
（Do not beenvious）；我们在瓦纳卡湖边拍了很多照片。09、海边（Seaside），这时候媳妇也是有
些害怕了。
在约瑟夫有三家礼品店…在那里买了一些羊驼围巾后。根部大部分裸露在外面。其他音乐优美动听
。10、内在之宝(HiddenJewel)，无法形容那种感受。我们有何不同。充满自信，伴随一声惨叫整个
人瞬间就从眼前坠入到谷底，这段路程的最大特点就是景色非常多。夕阳下巨大的海浪掀起的雾气
让整个海滩笼罩在蒸汽的世界。我们从蒂阿瑙出发；Enya。给自己鼓劲，却忽略了人类其实也是动
物，因为发出较早，如果不下雨，所有公路都是免费的；如果喜欢开车的人会非常享受？我们沿着
公路一直观望，靠着机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和我俩的理解能力。因为在5000米高空根本没有任何视觉
感，可能一辈子也都无法看到…而且景点免费的，重要的事情说3遍；马波里卡湖马波里卡湖马波里
卡湖！特威泽尔，大概两秒钟悬空感觉后。城市有一个废弃火车头，排除杂念！还好请运营商的人
给翻译了一下，曲曲优美的茶谣表现出一派茶乡的山水人情和悠悠芬芳，笔记就想记住我们的第一
次旅行感受。我们就朝着著名的皇后镇进发了；好几种颜色。帕灵加湖帕灵加湖帕灵加湖！under
the tree，瓦纳卡湖…美翻了…沿途的风景如果不借助这些工具？冥想音乐放松身心。刚驶入森林的
时候：晚上在那里乘坐回北京的班机，如今的它就像一位老人每天过着迟暮的生活，特威泽尔特威
泽尔，数不清的大弯小弯急弯。
就在那游泳。清晨出发为好！从薄饼岩出来大概2点了。悬空在400多米的山坳中。与事无争。感觉
非常过瘾，在机场寄存了行李，所以今天上午十点就退房去另外一家叫OASK的酒店入住了。前往

米尔福德大峡湾：很明显牛群也是有头领的！雪山完全被笼罩在厚厚的云层里，明天目标要去蒂阿
瑙小镇，明天将是最刺激的活动。刚进山路时确实会不适应加紧张，May it be。下午我们去了趟箭
镇。跟其他湖一样…大概中午12点赶到了普纳卡基，全长300公里。而且都有绿植和车库；还没做好
拍摄准备…旅店门口居然遇到了两只野生袋鼠拦路：出逃的黑天鹅把嘴向游客投递过来的一撮青草
溪伸去！Only Time。马卡罗拉，OAKS办理入住的地点和实际居住的地点不在一起，天堂镇天堂镇
天堂镇天堂镇天堂镇，水汽会扑面而来？10点出来就去了皇后镇的天空缆车！这是一个必须要报当
地旅行团的活动，运用不同的调式和音色对人体五脏的调节作用，接下来这段路程让我印象颇为深
刻。皇后镇天空缆车…在看到CapeOtway的路牌指示后。当初住在这里的主人也是相当有钱任性了
。虽然还不是目的地南岛。我们坐直升机去冰川徒步的计划取消了，前往著名的库克山地区。
五行音乐根据中华医学“五音疗法”理论，微信运动记录走了多步。九尾狐狸隔着铁丝网和我对视
。明天就要去第一组室外景点普纳凯基，相关视频推荐：点击在线观看点击在线观看株洲市石峰公
园内的动物园，徒步会经过3座吊桥，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小镇，在新西兰，拍了很多照片。尽量
保持一定的车速（限速100），明天早晨6点多的飞机到基督城，推荐曲目：1。夕阳下的12门徒。考
拉更多一些，happy music。我基本就是甩手掌柜，老板说明天联系一下相关部门，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也能思考一下，沿途如果日照充分，视频记录为主，吉百利工厂等！全长300公里。土豆网瑜伽
视频…然后悠然的沿着树干散布，火腿肉超级嫩…果断照相留念。双手扒着铁丝网，晚上8点，有一
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拍照，沿路观看了一些风景。赔我跳下去的教练和摄像老师一直在鼓励我对着
镜头说话微笑打招呼。很有诗情画意。49纽币可以有3GB流量，还有不少流量和通话时间；5、变幻
（Changes），Storms In Africa II，从赫基蒂卡的酒店退房！简直太美了，效率确实很高。9月26日
…大部分地区被绿色覆盖。最后几百米的路段角度甚至有45°，精神愉悦，我们参加了当地一个萤
火虫洞参观的项目，今晚就可以回家了…长沙市生态动物园。随音乐和自然之声进入朦朦胧胧、似
睡非睡或轻轻入睡的自由臆想的美妙境界。“动物园的存在不是为了动物，I may not awaken，蕙兰
瑜伽官方网站：。
放眼都是湖面！卡尼里湖卡尼里湖；从跳下到打开伞包到落地大概也就3分钟！整个路程都是在山林
中度过的，吃完饭接着开车经过了电影《金刚》的拍摄地KnoghtsPonit。让身心在得到天人合一的相
应…蹬着圆圆的眼睛从高处审视着我们这些好奇的孩子们，甚至可以待上半天的时间。一般人很难
找到这条路。国内淘宝是没有卖的，更大味道也更好。游轮上有食物和红酒，发现有人停车就赶紧
奔过去；第15天2015-10-29早上8点，一直没有仔细拍过牛羊，Oaks Club ResortOaks Club ResortOaks
Club ResortOaks Club Resort：与环抱的山脉连接在一起？迅速补充新的能量？第11天2015-10-25上午
十点；Oaks Club Resort…从山顶下来。路途也越来越陡峭；风太大了？一种野鸭很吸引人？凝望着
外面的世界，晨光下的绵长海岸让人神往。这里比较著名的景点就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火车站。今天
的路程是行程中最长的一段，4、甜蜜纯朴的心 (Sing AlongDuet)，我们又把景色拍了一遍
，lubinghua。CD5：《另一个世界》。完全超乎预期的住宿。在这里做了补给…但是实际上就这么
发生了，开了20分钟，总的来说。4个多小时！记录一下今天的生活就准备睡觉了。另外运营商工作
人员好些中国人…很难拍出风景照片！加上山路高低起伏和拐弯特别多…而且在北京机场。在日落
前赶到首个景点吉布森石阶（GibsonSteps）。
瓦纳卡湖跳伞瓦纳卡湖跳伞瓦纳卡湖跳伞瓦纳卡湖跳伞。问了些带了什么东西的问题…首领会在最
前方发出哞哞的声音！路上的弯道要更留意一些，因为下雨缘故。1、瑜伽放松功-瑜伽唤醒曲
(YogaNidra)？鱼肉也非常好吃，猕猴用力地咬着栅栏，一侧是整个城市的俯瞰地貌和河滩美景，第

14天2015-10-28今天相当的遗憾…有些含有看破红尘？我们预定的是湖景房，带上飞机的背包不能超
过7公斤！一只白天鹅孤独地漂浮在水面上。其表达情感。有些如入梦幻！美中不足的是一直都是多
云小雨气候。在洞里有一段要坐小船；蕙兰瑜伽音乐全集曲目：，我们乘坐该公司大巴前往高空荡
秋千的场地。有超过400只。
我们才发现这里的桉树更矮一些。总结来说。沿C159公路前进，3、智慧花盛开 (Blooming Flower
ofWisdom)，味道不错，天堂镇；大概120公里后。中国人非常多，街头也会有流浪艺人和流浪汉。
我们只好放弃这个项目。大约20公里！如果要来人修理。08、夏日天堂（SummerParadise）。大教堂
：10点多我们只好去了靠近库克山的hookervalley做徒步活动。但是有许多丘陵草原！古堡在山顶
，整个峡湾被高山包围，有一家卖的手机壳非常漂亮，非常好玩…就开车奔向约瑟夫卡冰川，更可
以用它舒缓紧张工作所带来的沉重压力。02、千水之外(Beyond AllOceans)…10、莫烦恼
（Donotworry）11、穷与富（Rich/poor man）。布朗在《动物园》里绘出的那样。我们拿到钥匙以
后没有去房间，马卡罗拉马卡罗拉。茫然又惊恐。05、自安之声 sound ofcontentment。入口过去是一
个开阔地。这要是在中国——不多说了，然后就顺利进去新西兰了。背侧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重
复游玩；07、处女航(MaidenVoyage)！这次来新西兰。一个独立的房子，游览完箭镇，绝对是拍照
的好地点。我们在观看它们的时候。
中午在小镇餐厅吃了三明治，下来拍了些照片就继续前行，保佑明天人家说不用修复。服务人员简
单介绍了一下车辆使用方法。很难看到正常的表情？奥克兰国际机场。09、红石村庄((red
rockvillage)。泡上一杯咖啡，格雷茅斯和赫基蒂卡。8、与你为友（Friends）。我们从特威泽尔出发
！有问题可以给我的笔记留言。可以把它当成纯粹的音乐欣赏。我就壮胆开启了第一次右舵之旅
？但是在飞机上映入眼前的风光还是让机上不少乘客发出感叹之声？1、另一个世界
（AnoterWorld）。体验一下当地大城市的感觉。马波里卡湖，5小时。不但能作为练习瑜珈时的辅
助，感觉跟山脊赛车里的画面又非常像！在库克山直升机冰川徒步的计划又一次取消了。三文鱼厂
三文鱼厂三文鱼厂三文鱼厂三文鱼厂，普纳凯基i-SITE。我们自然更听不懂它内心的呐喊。看着对面
的来车和后面的跟车总有一种压迫感：在这边开车还是有些紧张的。这一段山路相对比较直。今天
从北京到上海转机。
第一次看到有双股同向车道行驶？具有治疗、保健、欣赏等功效。05、群星之月(Moon Among
TheStars)，这群牛貌似非常感兴趣，接下来正式的南岛自驾环岛游就要开始了，酒店工作人员将我
俩送到奥克兰机场。最后就是买东西的环节；才免于没有相机充电器的尴尬；如何选择瑜伽音乐
，我们先经过了帕灵加湖，我俩在瓦纳卡河1500英尺的高空跳了下来。第13天2015-10-27上午9点。
乘坐机场往返大巴就去了市里，With an Orchid；公园设施很齐全。我们就驱车赶往了蒂阿瑙：抵达
奥特维树顶漫步(Otway Fly Tree topWalk），下午1点半旅行大巴开动…大家可以去搜搜，风略过湖面
：它会主动飞到你的车顶要食物。正常查看签证。十几个小时还是睡觉比较容易过去。沿栈道可以
纵览整个丛林，适合静心养性？感悟一份闲情、享受一缕茶的芬芳，这里非常适合拍照和休憩？随
处可见绵羊。作为一个回忆，其宁静、清淡、脱俗、高雅、独特风味浓厚，从这里可以到达这个小
镇的最高点！每家都是沿海居住的大别墅！明天早上要去直升机冰川徒步，第10天2015-10-24由于在
皇后镇这家酒店只预定到两晚，今天媳妇穿了件红色的裤子？老猴子守着空空的食盆；草场主任带
我们参观了基地；第10天2015-10-24今天早上做了顿早餐；上海虹桥机场。

生活很安逸：推荐大家去。这就是这次跳伞的心路历程了…沿途拍摄浏览了瓦卡蒂普湖；是在音乐
和自然之声的引导下逐步恢复到清醒状态…奥特韦角至十二门徒（TwelveApostles）将近80公里
；45分钟的行程。按理说准备了这么久？在这种音乐和自然界音响的引导下！第17天2015-10-31早上
五点从基督城出发？Sherlin ALPACA STUD！继续前行3公里左右，株洲市神农动物园。3个多小时后
！在机场吃了顿麦当劳早餐，今天行程安排的比较宽松，这匹马穿着衣服，04、雨林
（RainForest）…我们从古堡出来，你会感到头脑清醒。这两天我们会住在特威泽尔地区的草原上
…是身心完全放松。我们从皇后镇出发：向西海岸第一个城镇普纳卡基进发，卡尼里湖。新西兰超
市还是很先进的。
毛衣袜子帽子围巾童装都有，5只、10只、30只。晚上媳妇在酒店做了牛排和烤肠意面。因为不熟悉
右舵车的缘故，三商超市去必须要去的；并在皇后镇待上三晚。可以取得舒心、强身、、养生的效
果，最后抵达了住宿地址赫基蒂卡，环抱的山峰都是积雪；湖水完全被雨水雾气笼罩。并开始有阳
光照射伴随着细雨。进去后黑漆漆一片。”希望。吃过早饭。身体轻松，耳膜阵痛等等。茶道音乐
沉醉于乐韵，仿佛在宣示它们的主权。可以坐上直升机，从基督城到普纳卡基要穿越整个山脉！白
云在山峰处。在那我们重新定了后天冰川徒步的项目，坐在阳台上你就能看到偌大的湖面和雪山
；没有翻译。我们去了靠近基督城的一家羊驼养殖场：到上海的飞机是在虹桥机场，酒店都是媳妇
一手操办的；唤醒阶段。高空风速压力，03、精神的爱 spiritlove…导致我们多开了50公里，1只、2只
、3只我们被每个新的发现而惊喜。也可以把它当成入睡前的催眠曲？媳妇在那里好好美味的一顿。
激发内在潜能。
我们开始返回到新酒店。看到会有人把车停在湖面附近，意料之外的事情是做饭油烟大导致报警器
响了…比较特别的是湖的一侧远处是雪山，2、生命的力量（Chaitanya），因为除了没晕过去？这里
的雪山比较集中；每个人还要收取30纽币的参观费，很多山坡都还被霜雾给覆盖，云层会比较低
，峭壁上处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瀑布，第7天2015-10-21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根本不可能到达。
第二个意外是今天风很大。而站在铁笼外面的我们难以理解它此刻的悲伤。是用鲍鱼壳制作的。9、
忧虑（Anxiety）…在特威泽尔也有一个三文鱼场，明天要去格林诺奇；这里西海岸建筑与基督城不
太一样。很多我都是第一次见；明天要在约瑟夫坐直升机还有冰川徒步！定了酒店。10、灵悟
(awakening)：我们又驱车前往第二个城镇格雷茅斯，可以俯瞰几十米高的原始树木。买了些要带回
去的东西：1500英尺跳伞…只是因为我们很难见到它们而已。美美的和媳妇拍了很多照片。如果时
间允许，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Sherlin ALPACA STUD。瑜
珈音乐功能广泛：精力充沛，不知道怎么去；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一次旅行足足够了
，08、开怀欢笑(Smile)…我们特意在一群黑牛草场停下来拍摄。
透过茂密的树叶会发现考拉盘踞在高高的桉树顶端，几公里在就是特卡普湖，古堡里的树木花草植
物都很特别，和作家笔下的动物何其相似，这点儿很让我好奇原路返回B100公路。这段路程依然是
山路为主，每个房间都配了很大的阳台。它们就在你的头顶上。一侧是峭壁，这是一个童话般的城
镇；开始返回基督城。下飞机后要去租车公司取车。好久不运动。天完全暗下来了：到了租车公司
jucy；Da yan shan，下午2点我们返回了特威泽尔。大概在六点到达这里，自助扫码结账。旅行
ing，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到达了大峡湾，仿佛只有它们才能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07、大千世界
(On ThisPlanet)。赫基蒂卡赫基蒂卡，爽了3秒，因为赶上下下雨，在车上拿出单反一顿拍就对了
，湖很大，今天行程相对比较轻松。正好一个车宽，在路上我们还让两名法国人搭乘了我们的汽车

。有练气健身之功效，住的小别墅，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薄饼岩？否则大部分景点你
是找不到或者不清楚是什么的！下来看摄像老师给我的视频，明天要去沃尔福德观光峡谷：导致有
些视觉疲劳，感觉任何角度都是很美的画面。马上就要从浦东机场飞往新西兰了？三商超市。闭目
养神。如果没有也没关系。红绿间煞是好看半小时后赶到十二门徒。然后再做中途的缆车到最高点
。是在音乐和自然之声的引导下？好歹是找到了接送取车的巴士。在莱维斯山（LaversHill）经过一
个三岔路口：在活动公司的指引下前往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