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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近日报道，到目前为止，国家旅游局
推出的“最恶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上，共有 19
条记录、20个名字，引发国内舆论广泛关注。这
份黑名单涵盖了干扰航空运输安全、辱骂殴打导
游、赴国外旅游干扰当地机场工作人员及领队履
行职务、攀爬损害景区景观等4类行为。

旅游文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往往舆
论热烈，惩罚单薄，起不到警戒作用。国家旅游
局推出的“最恶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对游客不
文明行为进行个人点名式的批评，相对以往笼统
地提出某地或某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是一个进
步。但是，仅仅让不文明游客曝光，并不足以达
到减少旅游中不文明行为的目的。只有让不文明
游客在以后一段时间内都不“方便”出行，才能
真正起到作用。

首先要区分游客不文明行为是否涉及违法问
题。比如，在这次曝光的黑名单中，游客周跃强
行打开飞机座位旁两道应急舱门，警方根据 《治
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定，对他的违法行为予以治
安拘留15日处罚。

而唐代东、李文春因攀爬雕像照相，造成了
恶劣社会影响。虽然这些游客的行为不违法，但
是也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比如，在“黑名单”
公布的三年内，不允许他们享受打折机票或景区
打折门票，降低其出行便利程度，提高其出行成
本。让不文明游客在以后的旅行途中，都能想起
自己上次旅游不文明行为为他们带来的苦恼，黑
名单的目的便达到了。

除了一时的处罚，还应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不能处罚时记得，处罚完忘记，这样的处罚相当
于“走形式”。

目前，全国没有建立起一张统一的“黑名单”。
虽然各省有“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某些景区建立
了各自的“黑名单”；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建立“黑名
单”后，5家航空公司也建立了“黑名单”。但是，这些

“黑名单”各自为政，其效果也大打折扣。如果“黑名单”联动，游客一旦
发生不文明行为，就会受到多方压力，其威慑力自然放大。

“游客黑名单”不能没有牙齿，“黑名单”没有牙齿，等于没有武器。
只有为“黑名单”建立相应地配套措施，按照其管理规律办事，才能让

“游客黑名单”发挥最大效用，为游客种下旅游文明基因。
本版配图除署名外均来自百度

瓜果飘香，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杨屯乡小冯村的有机桃采摘基
地里游客穿梭，笑声不断。放眼望去，成串串的粉嫩欲滴的桃子压
弯了青枝绿叶，在阳光下迸发着成熟的力量，让人垂涎欲滴。

“现在乡村旅游形势这么好，各自单打独斗最终只能是小打小
闹。”桃园主人冯汝伟告诉我们，村里现有200亩的无花果，近百亩
的桃、梨、花生和莲藕等水产养殖，他们几个种植户正在筹划抱团
开发建设乡村旅游基地，扩大桑葚、草莓等错茬种植，实现“三季
有花，四季有果”，建成后将达到接待上千名游客的能力。

“在平原地带打造有吸引力的旅游村，要靠挖掘文化底蕴。”茌
平县文体旅游局局长仇长义说，茌平秦时置县，有龙山文化遗址、
晋台晚照遗址、鲁西第一个党支部遗址等历史资源。在特色种植方
面，茌平县是林业部命名的“圆铃大枣之乡”，有 2000 年的种植历
史，茌梨则是莱阳梨的前身，菜屯镇被周恩来总理命名为“林果之
乡”，西瓜、花生、地瓜等均具有上乘品质，丰富的资源为发展体验
式乡村旅游提供了天然优势和巨大空间。

近年来，作为文化旅游的突破口，茌平县连续8年举办大枣采摘节，
开发了4A级大枣旅游观光园，但对西部乡镇的覆盖面不大。借鉴枣的开
发模式和客源市场，发展各具特色体验式乡村游的思路呼之欲出。

山东省级特色旅游村肖庄镇徐庄村对接4A级大枣旅游观光园的
延伸，围绕晋台晚照、知青文化、枣文化、古村落民俗等文化内
核，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体验与休闲旅游价值，打造农家休闲、乡土
美食、郊野体验等主题，整体策划茌平农耕文化特色的主题性文化
旅游项目。如今，徐庄村里水泥路面畅通，娱乐广场依塘而建，路
边特色旅游产品摊、农家乐随处可见。

近期，观光园内的葡萄、西瓜、花生采摘进入旺季，周边济南、聊城
的短途游客纷纷而至。徐庄村徐家旺的农家乐房间干净整洁、饭菜特
色可口，这几天来吃饭的游客越来越多，家里的人手不够用，他就请来
了村里贫困户徐增会的儿子来帮忙，每月1500块钱还管吃。

有资源、有客流，乡村游势必在茌平发展。百果飘香沙窝田
村、幽篁闲居林场村、渔趣闲居北苏村……一村一品，连片打造，
茌平西部15处乡村文化体验基地各具特色，乡村游初具规模。

“我们当然不希望因为基础设施欠完善为乡村游减分。”仇长义
说，县里将积极争取资金，并尽快市场化运营，让现有资源活起
来，释放更多红利。

海外留学生伴游中国游客
张 琪 孙璟璠

全球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将为每年数千万出境自由行用户

提供旅行伴游服务。留学生既可以在目的地面对面地为中国游客

服务，也可以帮助设计整个行程计划；游客也可以获得更为灵活

便捷的服务。携程旅游网与互联网留学服务平台51offer近期推

出了留学生海外伴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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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游服务遇上留学生

“现在，从有旅行的想法到出行，都是很快
就决定，基本没有什么时间去做攻略。”这是游
客张宇的烦恼。不过，留学生海外伴游服务可以
解决张宇的问题。

近日，携程与 51offer 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关
系，51offer将提供分布在全球数以万计的高质量
中国留学生，为每年数千万携程出境自由行用户

提供旅行伴游服务。留学生也将入驻携程“定制
旅游”平台，在网上为中国人提供高质量的海外
旅行订制方案。这两个项目在8月上线。

旅行伴游服务需要留学生到实地，面对面地为
游客服务。旅行方案定制则是，留学生通过在电话或
互联网上与游客沟通，帮助设计整个行程计划。

51offer副总裁林龙说，留学生伴游服务和定
制服务所招募的留学生，均是本科二年级及以上
的学生。如果是研究生，那么也应在入学半年以
后才可以参加这个项目。同时，51offer和携程会

要求学生提供其在读证明，并且为留学生进行培
训，使他们了解服务条款和要求。“伴游最大的魅
力就是个性化，最大的痛点则是伴游顾问的素质，
所以我们用高素质人才去解决痛点。”林龙说。

张宇也认为：“留学生知道怎么更好玩，思
维比较新，跟得上时代。”携程对使用其网站的
自由行游客做了一次客户需求调研。网站发放了
5000 份问卷，得出的结论是：78%的自由行客户
愿意尝试海外伴游；愿意尝试海外中国留学生伴
游的比率更高，达85%。

游客：“跟留学生旅游很自在”

在日本大阪立命馆大学读书的刘珂心，早已发
现游客需要留学生的现象。她曾经在街上碰到过中
国游客想去某家品牌专卖店，但是找不到路的情
况。她为游客们查找了最近的店址，并指引了最快
的地铁线。“日本的交通指示牌，有的外语指示并不

完善，很多车站工作人员的英语水平也不高。因此，
中国游客在日本自由行并不轻松。”刘珂心说。

张宇曾经接受过留学生伴游服务：“学生素质
比较高，跟他在一起很自在，交通方式会征求我
的意见，吃什么跟他说就成。有些非常知名的店
需要排很久的队，向导会建议我去一些其他类似
的店或者甚至比那些热门店更好的店，这样就节
省了很多时间。”

留学生伴游服务除了可以为游客解决语言问
题，还可以根据游客需求为游客定制旅游路线与
日程。自由行游客更喜欢做攻略，但因为在异国
他乡，总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刘珂心说：“留学生
可以帮游客更深入地体验当地生活。不会像旅行
团一样走马观花，可以尽情感受当地风土人情。”
携程网的调查显示，自由行客户更希望能够深度
游览旅行目的地。

留学生：“分享旅游魅力”

就读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宋静怡，因为自
己喜欢自由行，所以才加入这个项目。她喜欢自
己做攻略，跟随自己的节奏游玩。她说：“我估计
参加伴游出来玩的人应该和我的想法差不多，我
就挺愿意陪他们去看看我喜欢的地方。”

刘珂心表示，留学的经历让她感受到了大阪这个

城市的魅力，比如日本服务业始终如一的优良态度，
无论是多小的商店，里面的服务员也都非常礼貌、周
全、贴心。“很多游客来了之后称赞日本的服务，我觉
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分享的地方。”她说。

林龙也表示，留学生对伴游服务模式很积极。
因为留学生除了可以赚取一定的工资，也可以得到
实践的积累。同时，留学生可以通过伴游服务结识
一些同龄人或高端商务人士。他说，选择伴游服务
的携程客户主要是“80后”，具有较强消费能力。

刘珂心认为，为不同的游客安排日程，具有
挑战性。如果有顾客喜欢听与景点相关的故事，
为了带给顾客更好的体验，自己就需要阅读有关
历史、地理文化的书籍，这样可以不断充实自
己。留学生伴游服务是携程微领队的一个项目。
携程微领队项目负责人孙磊表示，积累创业经验
也是留学生考虑参加这个项目的原因之一。

携程和 51offer 还会为游客和留学生双方提供
优惠，实现客户增值引流。

伴游服务安全须重视

在保障游客人身及财产安全问题上，林龙坦言，
违法行为并不能够完全禁止，但是他也表示，根据各
地法律不同，留学生一旦违法很可能无法继续完成学
业，这对于留学生的约束力还是很强的。携程方面表
示：“提供伴游服务的留学生都有完整的学籍和服务

记录，服务质量也会通过未来携程的评价系统公布于
众。在提供约定服务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违反当地法
律的行为，我们会第一时间停止合作。”

在英国利兹大学就读的研究生李雪薇，也是
参加这个项目的留学生之一。作为人力资源专业
的学生，她认为携程和 51offer 有必要对伴游留学
生和游客双方进行审核。不能盲目雇佣当地留学
生，以免出现游客利益受损情况；同时，为了保

护伴游留学生，需要了解游客的基本背景。
留学生伴游可以为51offer这样的留学生服务平

台带来优势，为其探索异业合作、中国人跨境消费业
务积累经验。孙磊还谈到了该项目的发展前景，携程
会根据留学生的不同技能、专业，来分流客户，满足客
户的不同要求。而且，携程还希望与更多留学平台合
作，尝试建立一个留学生伴游平台。自由行出行将成
为旅游业的趋势，对自由行的需求或将越来越多。

茌平乡村游：

瓜果飘香邀客来
刘明明 贾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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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闻“向海”，就被这诗意的名字打动。游览
过后更体会到，它的景色果然不负这文艺清新的
称呼。

在吉林省通榆县境内，科尔沁草原与宽广的
松辽平原的交汇处，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如同
一个遗世独立的王国。这里为典型草原湿地地
貌， 1992 年被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主要
保护对象为丹顶鹤、白鹳等珍禽及其栖息生态环
境，属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

伫立在向海西湖边眺望，湖中尽是密密丛丛
的芦苇，隐隐能见一对东方白鹳正在芦苇间，它
们黑白相间的倩影与榆林、芦苇相互辉映着。驻
足才发现，它们一个在孵卵，另一个在守候，轮
流交替，忙得不亦乐乎。据了解，东方白鹳产出
第一枚卵后即开始孵卵，孵化期约为 30天，孵卵
由雌雄亲鸟共同承担。当雏鸟长到60到63日龄以
后才随亲鸟飞离巢区觅食，不再回巢。

从入口处沿着木板铺成的小径往湿地深处
走，步行十余分钟后便来到了仙鹤岛。仙鹤岛位
于向海湿地的中心，远远看去三面环水，一面临
山，环岛水域内，蒲草苇荡高可过人，茂密连

片，灌木葱茏，行走在其中，笔者设身处地的体
会到了22摄氏度夏天的凉爽惬意。

保护区的负责人告诉大家，为了更好地保护
丹顶鹤，仙鹤岛的丹顶鹤属于半养殖性质。午
后，恰逢养鹤人将丹顶鹤放飞时间，养殖区域的
大门开启后，几十只丹顶鹤冲向蓝天，凌空盘
旋，鸣声嘹亮。“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的诗句就这样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笔者的脑海
里。而在此时，偏有一只丹顶鹤在同伴飞翔时停
落到观景台前的空地上，独自昂首踱步，神情傲
娇地睥睨着观景台上的游人，步态轻盈优雅，引
得游客纷纷拍照。

“其实鸳鸯并不是对配偶最忠贞的动物。”导
游的话让大家吃了一惊。“相比之下，大雁、天
鹅、丹顶鹤都比它更忠贞。丹顶鹤属于单配制
鸟，若无特殊情况可维持一生。”从导游口中我们
得知，世界仅有的 15 种鹤类中就有 6 种在这里繁
衍生息，中国约有 42％的丹顶鹤会在夏季选择来
到向海，择偶后繁衍后代。

芦苇荡里藏着很多正在繁殖的野鹤，游人在
芦苇地里穿行，不时惊起一些野生的鸟类。夕

阳，湖水，绿洲，鸥鹭，荷花构成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惬意图景。“争渡，争渡，惊起一滩
鸥鹭”，同行的孩童用稚嫩的声音诵读着李清照
的词……

用“鹤舞向海”来描述丹顶鹤故乡——向海
的瑰丽景观再恰当不过了。傍晚时分，夕阳西
斜，我们来到静悄悄的湖边，西边的云层开始聚
拢，一场晚霞慢慢地到来。此刻大波的游人早已
散去，一群丹顶鹤在眼前掠过，向着美丽的夕阳
飞去，原本寂静的保护区里，响起高亢的、此起
彼伏的鹤鸣。此时，只想屏息凝神，生怕扰了这
份原生态的美好。

8月的向海，草长莺飞，不知名的野花开遍草
甸。远处，沙丘上的黄榆似是特立独行的物种，
与这万千柔美的芦苇荡和野草野花不同，以孤傲
的站姿在晚风中矗立，成为另一种风景。

面对着蜿蜒起伏的沙丘榆林、广袤无垠的蒲
草苇海、波光潋滟的湖泊水域，置身在鹤鸣声
中，在美如画的夕阳下，在向海的深处，在大自
然万物和谐的美好中，再次深刻体会到“心若向
海，春暖花开”般的美好。

走进丹顶鹤繁衍地向海
胡艳明文 于 阗图

左图为向海湿地
上图为向海湿地的鹤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