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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简单 出游便捷

目前，世界各国对中国公民的
旅游签证，整体处于“大门敞开”的
欢迎模式。驴妈妈签证业务负责人
李滋曦说：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
家和地区可给中国公民多年多次往
返签证；毛里求斯、塞舌尔、斐济、印
尼等海岛国家则直接给予免签。

这其中，“度假天堂”毛里求斯
因此受到更多中国游客的青睐。李
滋曦透露，2013 年免签政策生效以
来，驴妈妈平台出游人数逐年增长；
今年暑期，预订去毛里求斯的游客
数量同比增长超过 70%。对于“全球
最难办签证之一”的摩洛哥，今年 6
月 1日起向中国推出免签政策，暑假
期间，驴妈妈平台预定摩洛哥出游
产品人次同比增长1倍以上。

对于赴美旅游，中青旅遨游网资
深领队韩晓磊对本报表示：“十年签
政策实施之前，我会带客人去办理签
证，因为美国大使馆要求比较严格，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现在，十年一签
很方便，尤其是领队不用每年交一次
材料，也不需要带客人去了。”

中青旅遨游网签证部总经理李云
青还提到诸多签证优惠：例如，使馆受
理时间缩短，法国、意大利等国由5个
工作日缩减至 72小时。此外，申请资
料门槛变低，比如日本对财产的要求
有所下调。“团签受理时间缩短，既延
长了团队收客时间，为参团客人留出
了考虑和选择的机会；又解决了自由
行客人以往因签证拿不到而不得不放
弃行程的问题 。”李云青说。

面对签证政策的放宽，南开大学
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旅游市场专
业主任陈晔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这些宽松的签证政策不会从根本上
影响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需求，但会
直接影响出境游客的目的地选择。宽
松的签证政策无疑降低了游客的经
济、时间和精力等成本，能够有效吸
引游客优先选择这些目的地国家。”

异国风情里的中式礼遇

除了签证优惠政策，一些贴心的
“中国式服务”也受到游客好评。这些
服务往往并非接待游客必备，但点滴
之间总能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王先生在泰国的游览，便是一例。
“有天晚上我需要药品，因为只会简单
的英语，所以开始时还蛮担心。好在电
话转接时，我突然发现有中文服务。虽
然接电员中文也不太标准，但基本沟
通没有问题。”他说。

对于特别为中国宾客量身打造的
“希尔顿欢迎计划”，希尔顿亚太区高
级副总裁兼商务总监本·乔治表示，其
内容包括在房间准备好茉莉花茶、普
通话电视频道、客房拖鞋；大部分酒店
拥有通晓中文的员工；部分酒店所有
房间提供 2瓶瓶装水、电源转换器及
牙具；中式早餐体验则包括两种口味
的粥及广式早茶、油条、水煮蛋、茉莉
花茶、豆浆等。

韩晓磊对本报表示，在美国的机
场免税店和奥特莱斯，有很多面向中
国人的服务，“比如银行定期会有促
销活动，用银联卡消费到一定金额就
会有折扣。”

陈晔介绍说，俄罗斯旅游营销中
心推出了“友好中国”项目，其会员单
位为中国游客提供中文网页、中文服
务员、中文指南、中式早餐、银联刷
卡、免费 Wi-Fi、开水和茶杯等。“一
方面，这体现了他们服务意识、职业
精神和‘顾客导向’的经营理念；另一
方面，也说明中国游客市场的巨大价
值让这些国家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文
化和消费习惯，为中国而改变。”他
说。

本·乔治则提到了中式服务的
不同分布：“使用银联支付、中文服
务及中式餐饮等项目在全球许多目
的地均有提供，为中国游客提供便
利。在欧洲、北美及东南亚等中国游
客较为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中式服
务更为普遍。”

综合国力是最好背书

纵观全球旅游市场，各国旅游业
推动形成“中国标准”，已成为一种趋
势。这些标准为中国人走出去提供了
便利，也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形象创
造了机会。

中青旅遨游网东直门店店长程
建滨说：“改革开放多年来，从有条件
走出国门，变成‘出国游说走就走’，
旅游已成为中国人必不可少的休闲
方式。因为中国就是一个拥有美食和
美景的国度，人们对此有天然的向往
和探求欲，所以即便有的地方有很多
不确定因素，但只要有美景、美食、美
好体验，就会有中国游客。”

“鉴于未来旅游业的整体趋势，
出国旅游已不是一件难事。”李云青
表示，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线路合
理性、旅游舒适度、客户忠实性、市场
占有率等，都是旅游从业者需要快速
提升的项目。

陈晔认为，这些变化映射出世界
对中国 3个方面的转变：在国际旅游
市场层面，中国游客具有较强出游意
愿和较高消费能力，吸引中国游客是
这些新政策出台的直接原因；放宽对
中国游客的签证政策有利于刺激这
些国家的入境旅游市场。在国家经济

层面，旅游业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性
特点，对交通、信息、消费金融、商贸
等相关行业的拉动效应显著，间接刺
激国内经济增长。在国家外交层面，
旅游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外交手段，
既有经济属性也是文化交流——国
之交在于民相亲，通过放宽对中国游
客的签证，也促进了与中国的文化交
流，进而增进两国友好关系。

陈晔表示，每个出游的中国人背
后便是这个国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
高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是国民护照
的最好背书。每一位中国游客，都是中
国国家形象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面
对目的地国家的好客之举，中国游客
也需礼尚往来，尊重他国的文化和习
俗，以“民相亲”促进“国之交”。

一到南浔，便下起了雨，秋天
的雨缠几丝凉意，随风轻扬。

青石路湿了，不动声色地闪着
光亮，那光亮也是湿湿的，没有一
丝杂色。江南古镇的街道，似乎都
由青石铺成，这些青石被人工凿成
石板后连在了一起，便将古镇的既
往连接到现在。不必去计算青石
路有多古老，只要看一眼雨洗后石
板的断纹和磨圆的边角，你便会自
然放轻脚步，让脚踩着湿湿的软软
的梦，留在深深的记忆里。

沿河的柳湿了，那绿叶从树端
径直垂到河面。高高低低的柳，曳
着长长的裙倒映在水中，以一种曼
舞的姿态写着自己的心事。水面
上散淡地漂浮着浅黄的树叶，那是
柳写给秋雨的诗句吧？秋雨淅淅
沥沥，吴侬软语般轻吟着诗句。于
是，河水漾起浅浅涟漪，也漾出一
幅幅青绿的江南水乡画。

河上的桥湿了，桥是石桥，不
高，也不长。桥头有树，树上有藤
蔓缠绕；桥身摇曳着绒绒的绿，那
是长在石缝间的草。拿出相机对
准石桥，闯进镜头的却是站在石桥
上的年轻女子，一袭白色衣裙，撑
着淡蓝色的雨伞，凝神看着远处的
风景。雨点在她的伞上跳跃出蓝
色的水滴，也跳跃着“你站在桥上
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的诗情。

湿了的还有张氏旧宅。这个
历经100余年的“江南第一巨宅”，
占地4792平方米。漫步在厅、堂、
廊、阁、楼之间，让人流连忘返的却
是那些雕刻。这是腰门上的砖雕，
雕刻着八仙过海的传说；那是门窗
上的木雕，几扇窗说着《西厢记》的
故事，几扇门则讲着《牡丹亭》的戏
文。还有一座院落，两侧的漏明廊
窗嵌着石刻芭蕉叶，雨点打在宽大
舒展的叶片上，耳边回旋出的是

“雨打芭蕉”的古韵。
湿了的还有小莲庄。小莲庄

是晚清南浔首富刘镛的私家花
园。占地 10 亩的荷花池，被层层

叠叠的荷叶遮盖得严严实实，虽
然已是秋天，可荷叶依旧青绿，青
绿中还有片片荷花的粉红点缀。
秋雨绵绵，那该是渲染荷塘风韵
的最好语言了。坐在池边的亭子
里听雨，看环绕荷池边的太湖石，
与松与竹与有 200 多年树龄的紫
藤组合而成的各种小景，恍惚间
便觉得置身于赵孟頫笔墨下的小
品中了。

湿了的还有嘉业堂藏书楼。
藏书楼是刘镛的孙子刘承干所建，
这个大富大贵的世家子弟，偏偏喜
欢上了藏书。他历时 20 年，耗银
30万，得书60万卷。书多为古籍，
尤以雕版印书蜚声四海。藏书楼
的每一扇木窗都有“嘉业堂藏书
楼”的字样，“嘉业”，多么美好的家
业呀。“捧一掬芸香般的明月，夹藏
在嘉业古楼的万摞书间”，即使是
当代诗人，低吟这藏书楼，充盈其
间的也是古老的书香气息。

河里的小船也湿了，一道道划
破水面的轻轻浆声，惊散了水中的
树影，也惊醒了沉醉在秋韵中的鸟
儿。狭长的河道耸起了两岸石板
铺成的小街，白墙、青瓦、沿廊、河
埠迷离在烟雨中，忽而膨胀，忽而
收缩。小船悠悠，流动着古镇缓慢
而律动的节奏，时光似乎一下子被
拉得悠长。

百间楼也湿了，这个江南至今
保存最为完整的沿河民居群落，相
传为明代万历年间所建。沿河两
岸 400 米间，楼阁房舍相接，山墙
高低错落。黛墨色的瓦片，粉白色
的墙壁，还有从庭院里探出头来的
树梢，缕缕的绿，它们一起把自己
的影痕投进了河里。“百间楼上倚
婵娟，百间楼下水清涟；每到斜阳
村色晚，板桥东泊卖花船。”清人的
这首《浔溪渔唱》，唱出的便是百间
楼这江南水乡特有的“小桥流水人
家”的风情。

缠绵的秋雨洗湿了南浔的每一
个角落，也洗湿了我，一个江东游子
的牵挂。

“当时是我第一次看下雪，感
觉很奇妙。眼看着雪花飘到自己身
上，马上就融化掉了，觉得好可
惜。”和其他马来西亚留学生一样，
张荔滢对下雪感到兴奋和好奇，“与
绘文字 （emoji） 里的雪花表情一
样，原来雪花真的是这个形状耶！”

下雪那天，张荔滢爬上了位于
故宫北面的景山，在山上俯视被雪
覆盖的故宫，“白茫茫一片，感觉这
景色只会出现在电视里，没想到自
己能够亲眼看到。”

张 荔 滢 记 得 从 景 山 公 园 出 来
后，去吃了涮羊肉。“我不习惯吃涮
羊肉，结果当晚就有点发热。虽然
喜欢吃羊肉，但是不可以多吃，一
吃就会上火。”张荔滢说，马来西亚
也有火锅店，但一般涮的是猪肉
片、海鲜，不配麻酱小料。涮羊肉
沾麻酱这种新吃法，对她来说很新
鲜。“而且这边的汤底不能喝，我尝
了一口就后悔了。马来西亚的火锅
汤底可以喝，而且很好喝。”

马来西亚华人较多，中餐厅很
流行，因此张荔滢对中国菜并不陌

生。“我很喜欢云南菜。我特别喜欢
吃辣，云南菜偏辣，但又不是川菜
那种麻辣又油腻的感觉。云南菜的
口味就是带酸辣咸，和东南亚口味
挺像，又不失中国风味。”她说。

张荔滢去过河北承德、山西平
遥、山西太原和北京。“我去过的地
方不算多，因为是自己存钱到中国
求学，所以要省着用。”她说：“我
喜欢城市的感觉。有时候去郊区，
过几天就想回到大城市，所以我更
喜欢被北京的高楼大厦包围着，很
有安全感。我穿过北京的胡同，拐
个弯却可以看到高楼大厦，这种感
觉很奇妙。北京很不错，一直保留
着该有的古色古香。”张荔滢喜欢按
照自己的节奏去旅行。一天凌晨，
她即兴与几个朋友骑自行车游览北
京，“感觉很爽。马路特别宽，也没
有车，在路上感觉很自由，而且夜
景确实漂亮。”

对于中国旅游业的现状，张荔滢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希望旅游从业
者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服务态度，
也希望某些地方的厕所卫生有所改
进。不过，中国能在短短几十年间发
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厉害了。”

张荔滢表示，之前有人说中国
人素质不高，但与中国人接触后，
她的想法产生了改变，“其实很多中
国人素质非常高。大家从网络上看
到太多负面新闻才会那样想。在中
国旅游的时候，我遇到的中国普通
民众都很善良，他们会和我聊天，
会给我讲解当地的文化。”

和许多马来西亚华人一样，张
荔滢的生活里充满多种语言和方
言。她和妈妈以及妈妈的亲戚讲客
家话，和爸爸以及爸爸的亲戚讲潮

州话，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讲普通
话、粤语、英文，在外面大多用英
文或马来文来沟通。“我对中国的文
化不是很了解，但我特别喜欢汉
语。汉语博大精深、非常优美，其
他语言无法比拟。而且，中国的历
史 和 地 理 都 很 牛 。” 在 采 访 中 ，

“牛”是张荔滢描述中国时经常使用
的形容词。

音乐方面，她喜欢民谣，“它们
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很朴素。中
文歌词也很好。”张荔滢喜欢民谣歌
手宋冬野，“他的声线稳重、沧桑、
有磁性。但作曲方面很纯，这两者
配起来非常完美。”张荔滢曾跟拍过
一个中国摇滚乐队——指人儿乐
队，“摇滚是一种坚持的精神，很励
志也很奋起。歌词是其精髓之一。”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我对此很
感兴趣。比如他们的服装、习俗、
文化等都不一样，每个民族都有其

独特之处，这是我喜欢中国文化的
原因之一。”张荔滢说：“我最喜欢
西藏，我知道那里住着好几个少数
民族，我都想去了解。”

遇见自己的男朋友是张荔滢在
中国最难忘的一件事。她的男朋友
是俄罗斯人，与她住在同一栋宿舍
楼。张荔滢说：“他特别热爱中国文
化，对中国的茶道、服饰、地理、
历史都很了解。他特别爱旅行，经
常拉我出去走走。”

今年暑假期间，住在西马的张
荔滢去东马长屋游玩，聆听住在那
里的伊班人讲自己的故事。9月，张
荔滢迎来了大三生活。喜欢倾听别
人故事的她，将会继续在中国求
学，探寻更多中国故事。

秋高气爽的一天，我专程赶赴江
苏高邮，游览了名胜盂城驿。盂城是高
邮的别称，出自高邮名士秦观的诗句

“吾乡如覆盂”。高邮自秦朝就设立了
邮亭，它因邮而城、因驿而兴。盂城驿
始建于明洪武八年，距今已有 600 多
年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邮驿。

在其鼎盛时期，盂城驿拥有厅房
200 余间，驿马 130 匹，驿船 18 条，水、
马夫 200 多名。作为政府设置的邮传
机构，它具有飞报军情、接待官员、传
送征衣、押解犯人等功能。

步入盂城驿，面对一座座古朴的
房舍，不禁让人想起它昔日恢宏的规
模和不凡的气势。经历了 6 个世纪的
风风雨雨，它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
体现出一种历史的沧桑。

众所周知，飞报军情是驿站的主
要任务。驿卒们时刻处于待命状态，
一有军情，他们便背上赤白囊，策马
上路。驿卒持着虎符，抖着缰绳，追
风赶月，急驰而去。他们一路奔波，
不辞辛苦，遥远的征途上闪耀着他们
矫健的身影。如今，高邮的城雕——
邮驿之路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驿卒策马
奔驰的一幕。

驿站还肩负着接待的工作。大凡
南来北往的官员都要在此下榻，受到
驿丞的热情款待。值得一提的是，康熙
皇帝六下江南，次次驻跸盂城驿。那时
大小官员前呼后拥，三呼万岁。其时，

无论是御用的华丽车辇，还是随行的
浩荡仪仗，无不显示着皇家奢华威严
的气派。

驿站还承担着传送征衣的重任。这
项任务通常选用水运。京杭大运河成功
开凿，水运十分便利。想必当时运河之
上船来舟往，穿梭不息，那种场面真是
繁忙而热闹。辛苦的是河岸上的纤夫，
他们躬着腰背，绷紧纤绳，迈着坚定的
脚步，宏亮的号子声在天宇回响。

对于驿站来说，马匹是最重要的
运输工具。驿站中有座马神庙，庙的南
侧有匹石马，质地为血色花岗岩。它和
真马一般大小，体形匀称，四蹄有力，
静穆中仿佛期待着号令。相传农历六
月二十三日是马神的生日。中国的民
俗中有敬物拜物的传统，譬如敬衣有
衣穿，敬饭有饭吃；敬马有马骑，马神
就能保佑马无病灾，人马平安。每年马
神生日，驿丞定要前来焚香敬拜。那份
虔诚，那份礼敬是可想而知的。

盂城驿最高的建筑便是鼓楼。它青
砖黛瓦，高耸壮观，是古盂城驿的标志。
它具有值更守夜、站岗瞭望、击鼓报捷
等功能。楼上有鼓一面，直径约有一米，
随手弹击，发出一种雄浑深沉的声响。
据介绍，古代敲鼓的轻重徐疾是很有讲
究的，不同的声响与不同的节奏，表现
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内涵。楼顶放眼，近
观奔流不息的大运河，波光粼粼的高邮
湖；远眺禾稼葱葱，绿野无边。此情此
景，令人浮想联翩，感慨不已。

从一双筷子到中式早餐——

各国旅游业争推“中国标准”
孙璟璠

面对中国游客带来的旅游业发展热潮，各国旅

游界纷纷推出“中国标准”，吸引中国游客到访。

从小小一双筷子到出入境政策，这些“中国标准”

无不体现出世界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欢迎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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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姑娘马来姑娘探探寻中国故事寻中国故事
张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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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荔滢游览圆明园

张荔滢在圆明园拍摄的美景

旅游感知美丽中国 ⑦

中国游客新形象报道⑤

题图：随着赴韩中国游客人数
的快速增长，中国游客成为韩国旅
游业的新增长点。图为中国游客在
韩国明洞进行旅游咨询。

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摄
下图：泰国国家旅游局此前公

布 2016 年度“最受中国游客欢迎
奖”评选结果，希望评选能促进泰
国旅游业质量不断提高，吸引更多
中国游客。图为颁奖典礼上，泰官
员为获奖机构代表颁发获奖证书。

新华社记者 李芒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