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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随海疆旅游万里行采访团走进福建厦
门，来到位于东渡港区的厦门邮轮母港时，停泊在这里
的“双子星号”邮轮正整装待发，即将搭载着 !"## 多
名游客，展开首个台湾澎湖、高雄之旅，正式启动大
规模的“环海峡邮轮旅游”。

厦门在中国滨海旅游城市中有着独特的优势，这就
是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是海峡旅游圈的重要集散中心。

据厦门旅游局统计，去年有 !"$ 万人次台湾同胞，
通过厦门口岸到祖国大陆投资、兴业、旅游。其中，
在厦门过夜的台湾游客有 %&'()万人次。这在中国东南

沿海和中国滨海旅游城市中是首屈一指的。
据厦门旅游局副局长陈桂林介

绍，“环海峡邮轮旅
游”的行程今后将针对

不同的目标
客 户 群 体 ，

重点推出六大主题：高端商务邮轮之旅、休闲度假邮轮
之旅、夕阳红邮轮之旅、蜜月邮轮之旅、青年修学邮轮
之旅、海洋文化邮轮之旅等。同时计划推出台湾环岛
游、海峡离岛游、两岸循环游、闽台深度游、宝岛逍遥
游、东岸亲海游、东亚体验游等丰富多样的“一程多
站”邮轮旅游线路产品。

邮轮其实很早就已进入厦门，"##! 年*"#!# 年，
厦门共接待国际邮轮旅客超过 )$万人次，航班数超过
"##个。但那时，游客还不能从厦门登船。"#!!年底厦
门启动邮轮母港建设，次年游客即首次在厦门登上了皇
家加勒比邮轮。"#!"年国际邮轮到港总数达 )#艘次，同
比增长 ("+，邮轮旅客吞吐量达 &',万人次，同比增长
!-)+。短短几年，邮轮旅游已经成为厦门旅游的新业态。

厦门邮轮母港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改造后的邮轮
码头岸线长约 "###米，可同时靠泊 ) 艘大型邮轮，并
可满足目前 ""万总吨世界大型豪华邮轮的靠泊要求。

厦门市政府组织制定的《东南国际航运中心发展规
划》日前经审议通过，该规划确定，将邮轮母港作为厦

门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向北辐射东北亚国
家和地区，向南辐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终

建成中国东南沿海最有活力的区域
性邮轮母港。

（厦门市旅游局供图）

厦门打造邮轮旅游新业态
本报记者 赵 珊

本报电（朱琳
琳）韩国旅游发展

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 -

个月，到访韩国的中国游客
已达 &)#万人次，全年有望突
破 )##万人次。中国已超过日

本，成为韩国第一大旅游客源国。
韩国访问委员会事务局局长韩京

娥近日在北京表示，韩国非常重视中
国旅游市场，近几年不断简化中国游客访韩
签证，并完善中文导游、中文设施。目前，

选择自由行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年 #月 %日至 !月

#& 日，韩国将举办“购物季”，中国游客在饮食、住
宿、景点、演出、美容、购物等方面可享受到优惠服务。目前已
有包括百货商店、免税店、酒店、大型超市、表演策划公司等在
内的 -"家公司和 ",###家商店决定参加此次活动。

中
国
成
为
韩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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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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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日 前 举 行 的
"#!& 乌镇论坛上，中

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休闲发展年度报告 （"#!"*

"#!&）》 指出，现阶段我国城市
居民和乡镇居民在休闲时间、空
间和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异，乡镇

已经成为我国休闲旅游业不可忽视的
重要市场。据统计，"#!" 年我国农村居

民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 亿人次，出游率为
!)!'$+，比 "#!#年提高了 "%'%个百分点。
中国旅游研究院黄璜副研究员在论坛上指出，

受休闲观念、休闲时间、乡镇休闲娱乐设施不足等
因素影响，乡镇居民休闲市场还没有完全开发，仍存在
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乡镇居民还处于休闲意识

开始觉醒的阶段，休闲活动内容还较为传统，休闲消费观念较
为落后，休闲对居民的积极影响还没有完全体现。同时，由于

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大多数乡镇居民的生活压力导
致他们自愿放弃闲暇时间用于生产，而减少了参与休闲活动的时

间。另一方面，我国从事休闲产业的机构主要集中在城市，普遍关注并更
多地致力于满足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对乡镇居民休闲需求的关注不足。

针对乡镇居民旅游休闲发展现状，各地政府正逐步完善休假制度和乡镇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倡导健康、积极的休闲方式。有关企业也正逐渐意识到乡镇居民休
闲需求市场的发展前景，针对乡镇居民的休闲旅游需求设计研发多元化的、符合乡
镇居民实际情况的休闲产品，体育休闲场馆也在乡镇地区开始得到开拓。

乡镇休闲市场急需开发
宋婧琪

访炎帝神农故里
李南希文.图

来到素有“炎帝神农故里”的湖北随州，一大早，便前往炎帝
神农故里风景区。

谒祖广场位于景区的核心位置，可同时容纳两万人参加活动，
历届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在此举办。神农大殿坐北朝南，大气
端庄。殿内神农圣像用花岗岩雕琢而成，高 )'"% 米，底座高 !'"

米。大殿前的炎帝神农谒祖广场上伫立着八根功德柱，每根高 -'-

米，柱面浮雕着炎帝神农植五谷、尝百草、兴贸易、制斤斧等八大
功德。广场南面的圣火台上，展示着原始火种采集、保存方法及原
始火文化图腾。

离开谒祖广场，笔者来到不远处的烈山洞天山东麓的神农庙，
此庙是当年楚庄王为祭祀炎帝神农而敕建。庙左侧的神农洞，洞口
被山上垂下的绿叶遮挡住了一半，洞内深不可测。虽然神农在此尝
百草之后悟出何道，后人
已无从查证，但祖先的修
身悟道之地早已成为了后
人祭拜祈福之处。神农洞
右侧墙壁上雕刻的《神农
洞祭》，第一句便是“树
散千枝不离根底，水流九
派仍有源头”。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
日炎帝诞辰这一天，随州
炎帝神农故里风景区就会
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炎
黄子孙，共拜始祖炎帝，
祈愿后世子孙平安康健。
寻根情结一直流淌在中国
人的血液里，中华儿女不
论身在何处，都忘不了要
溯源而上，找寻自己的文
化源头。

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隔渤海
海峡与山东半岛遥遥相望的旅顺，历来就有渤
海咽喉、京津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要紧，元代叫狮
子口，很形象；到明朝朱元璋派大将自山东跨海登陆，
才改称旅顺，取“旅途平顺”之意。

旅顺不顺

从 !()#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不远万里跑到东方来
瓜分中国。近在眼前的日本自然眼红。明治维新以后，日
本国力强盛起来，成了暴发户，就迫不及待要来抢一块
“唐僧肉”，于 !(-)年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
订了《马关条约》，一下割去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
旅顺，就这样落入了日本之口。

没等日本高兴几天，沙俄出头了，联合德国、法国出
面干涉。于是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性占领”，由清
政府花三千万两白银赎回。沙俄转身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
《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口、大连湾，作为远东的军事
基地，为期 "$年。

日本这口气如何能咽下去？经过五六年的充分准备，
即 !-#)年 "月 (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俄旅顺口海军舰
队，打响了日俄战争的第一枪。日军击败俄军，双方签订
了《朴茨茅斯合约》，俄同意把辽东半岛转租给日本。清政
府同意和约，租期 "$年。

旅顺，再一次落入日本之口。

故垒斑驳话当年

到旅顺，向东北顺着盘山道上到东鸡冠山。东鸡冠山
上建了一个日俄战争陈列馆，馆内大厅里有一个大的模型，
类似沙盘，可以模拟当年两军海战、陆战的态势，现场感
很强。东鸡冠山北堡垒遗址保存完整，目睹这里弹痕累累
的断垣残壁，能透过时间的望远镜，看到百年前的生死搏
杀。

沙俄占了旅顺，就作了长期准备，也预计到日本不会
善罢甘休，于是花了 )年多时间，沿港口一线修了 - 公里
长的海防线，又修了 "$公里长的陆地半环状防线，将旅顺
口变成了一座大堡垒，被当时欧洲一些报纸吹嘘为“攻不
破的要塞”，固若金汤。这东鸡冠山北堡垒就是陆防线上的
$ 个永久性堡垒之一，也是日俄战争中两军争夺的主要战
场之一。

东鸡冠山北堡垒呈五角形，周长 )-% 米，面积近万平
方米，西面是半地穴一层楼式的兵舍和仓库，指挥部在南
面，整个堡垒全部用卵石水泥灌注而成，设有堡垒大门、
军官室、兵舍、弹药库、电话室、侧防暗堡、外沿坑道、
护垒壕、梯形井、暗道、炮兵阵地、机枪阵地、伙房、包
扎所、散兵壕，是一座坚固的攻防兼备的堡垒，由一个
&## 多人的加强连防守，因为阵地重要，领头的还封了一
个司令的头衔。

虽然日本战前对旅顺的防御工事有间谍侦察，并专门
组建了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还发誓不惜伤亡 ! 万人也要
拿下旅顺口，但由于低估了俄军的防守能力，先后两次总
攻均遭到惨败。后发现俄军西边的薄弱环节，又增派一个
师团，并组织了 &###人的敢死队，发起第三次总攻，以 !

万人的伤亡代价攻下二!三高地，才打开了缺口。乃木希
典的儿子也在冲锋中毙命。

东鸡冠山北堡垒是最后被攻占的据点之一。一次，日
军敢死队冲上来了，以为占领了，正准备升旗，突然从堡
垒里钻出俄军，将其全部消灭。日军最后是采取挖坑道，
将几千斤炸药抵近堡垒爆破，再施放毒气才占领的。最后
关头，俄陆防司令康特拉琴柯少将亲临指挥，结果被炮弹
炸死。

游人走
进指挥部，
穿过兵舍，从孔洞
里向外瞭望。一对年轻人
似乎弄不明白，俄国人怎么大老
远跑到这里来修工事？一名导游
正用日语向一群老头儿老太儿讲解。那
些面部表情困惑的老人好像不太理解：我们的日
本孩儿干嘛要到这儿来玩命？光这一个小山头就死伤 (##

多人呀！
战争是以日军伤亡 $'- 万人获胜、沙俄死伤近 & 万人

投降结束。不论是日军占领，还是俄军占领，中国人都要
被屠杀一通，活着的被大批抓去当劳工。沙俄占领期间，

据一英国军官当年所写的满洲里报告说，旅顺一带就有 %

万多中国劳工日夜不停地在市区、港口、要塞服役。!(-)

年 !!月 "!日，日军占领旅顺，对全城大屠杀，只 &%人幸
存。白玉山东麓的那座万忠墓，就埋葬了死难的 !'( 万多
中国人！

白玉山上的眺望

离开东鸡冠山，来到南边靠海港的白玉山。山顶上有
一座白塔，高六七十米，像座蜡烛台。占领旅顺，日本打
胜了，但已筋疲力尽，死伤太大，成千上万的日本家庭也
亡了，反战情绪开始蔓延。为了继续推行军国主义路线，
消除厌战情绪，由指挥这场战争的乃木希典与东乡平八郎
发起，在白玉山上修建了一座“表忠塔”，为战死的日军官
兵招魂。从此，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
!-&!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三省；!-&%

年爆发“七七”事变，吞食半个中国；!-)! 年偷袭珠珍
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一步一步走到了它的顶峰，也一步
一步走近了它的坟墓。

有讽刺意味的是，日俄战争时，美国是站在日本一头
对付沙俄；二战时，日美却成了冤家对头，美苏则变为盟
友共同对付日本———美国在日本上空丢下两颗原子弹，苏
联出兵中国东北，歼灭日精锐关东军百万，日本宣
布投降。在日本人看来，苏联红军实际上是替沙俄
军队报了一箭之仇。而且，苏军将白玉山上的日军
招魂塔上的“表忠塔”三字铲去！

站在白玉山上，俯瞰饱经沧桑的旅顺
港：海上几座小山，屏卫港口；中间那座
山，一条细尾弧形伸进港内，形成港
道———真是一个天然的良港！这里曾
是北洋海军的一个基地，又先后变成
了沙俄、日本的军港。在港
外的黄海上，曾爆发了两次
大海战。一次是中日甲午
黄海大战，邓世昌
和他的致远舰就是
在那儿壮烈殉国
的。!#年后，日
本和沙俄海
军再次黄海
大 战 。

两次都是日本赢了，从此日本牛上了天，做起世界霸主梦，
不断发动战争，直到最后战败投降。

导游向游人讲解说，解放后有人主张将白玉
山上日军建的“表忠塔”拆掉，以雪耻辱。周恩
来总理说，保留下来以警国人，不忘
国耻，于是改名为白玉塔。今天，它
不再为日军的亡灵招魂，而是给游人
讲课，讲述中国近代史，讲述
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史。它还
会引导游人的目光，越
过旅顺港，穿过黄海，
直达千岛国的靖国神社，
那里虽然全是死灰，然
而死灰却可以
复燃……

旅 顺 山 海 看 不 尽

神农雕像

远眺旅顺口 蒋元明摄

白玉山一瞥

（来自旅顺口区旅游网）

厦门邮轮母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