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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比都电（记者庄北宁） 主题为“旅游合作——
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动力”的中缅旅游合作论坛
近日在缅甸内比都举行。

中国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在开幕式上说，中缅旅游
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已成为缅甸第二大入境旅游
客源国。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将为中国与包括
缅甸在内的周边国家开展旅游合作提供强劲动力。今年是
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本次论坛在中缅强化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的新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缅甸酒店和旅游部部长吴翁貌在致辞中说，中国是缅
甸旅游业的重要市场。缅甸将积极参与湄公河地区旅游合
作，包括澜沧江—湄公河旅游城市联盟建设项目。

论坛由中国国家旅游局、缅甸酒店和旅游部、云南省
人民政府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联合主办，中缅旅游相关行
业官员、中国旅游协会、云南省旅游部门及旅游企业代表
等300多人与会。论坛期间，中缅旅游企业举行了现场对接
洽谈、旅游产品推介等系列活动。

富庶秀美的浙江宁绍平原有一处旅游度假
的灵秀山水，她就是浙江绍兴柯桥区鉴湖——
柯岩旅游度假区。江南风光、都市繁华、东西
文化、休闲居家，自然地交融在了这片得天独
厚的佳境里。

鉴湖，是绍兴的“母亲湖”。无数名人写下
了讴歌的篇章。毛泽东诗云：“鉴湖越台名士
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千金无须买画图，听我
长歌歌鉴湖”，壮志未酬的诗人陆游写下了不少
赞美鉴湖的诗篇。“夜宿仙家见明月，清光还似
鉴湖西”，烙在心底的鉴湖，陪伴着探求“知行合
一”的游子王阳明。

“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黄酒万里香。”透
明澄澈的鉴湖水，酿就了香醇甘美的绍兴酒。
秋瑾是绍兴人，自称“鉴湖女侠”，她写下了“不
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
重，洒云犹能化碧涛。”的雄壮诗篇。

柯岩，守护着鉴湖，似古越大地上冷峻的千
年硬汉。一千多年前，石匠们在这里开山采石，
留下了无数石壁、石宕和一柱耸立如锥的“云
骨”。不远处，栩栩如生的弥勒石佛，是隋唐时
的祖孙三代倾注了百年的虔诚，潜心而为。

气势恢宏的兜率天宫景区，红墙琉璃瓦的
皇家寺院和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浑然一体，在
弥勒净土中诠释着人间至善的“包容、和谐、快
乐”。依山而建的会稽山龙华寺，由原东晋高僧
支遁创建的弥勒庵和宝林峰组成，将两个山头

南北贯通，雕梁画栋，层层叠叠，清净庄严，是目
前中国单体最大的皇家风格的佛教寺院。遥相
呼应的兜率天宫，供奉着世界最大的室内天冠
弥勒坐佛。

这里，还有另一种热情奔放和激情飞扬。
在鉴湖高尔夫球场的绿荫上，有潇洒帅气的身
姿。乔波室内滑雪馆4万平方米，集旅游、会议、
餐饮、度假、娱乐为一体。国际先进的“魔毯”，
让滑雪爱好者享受安全、便捷。在冰雪世界里，
能领略到童话般的活泼天真。天马国际赛车场
上，马达轰鸣，风驰电掣，赛车手们体验勇往直
前、拼搏超越的乐趣。

东方山水乐园，一个全天候室内娱乐天地
的“横空出世”，可谓十分霸气。室内无柱大空
间和人工溶洞，让这里变成了“山之王国”“水之
王国”，更是“儿童王国”“冒险王国”。既有狂野
的荒原、柔情的海滩，还有硝烟战场、灵异鬼魅
……这一切是那样惊心动魄，又令人憧憬向往。

不久前，绍兴提出全力打造游客“非来不
可”“非留不可”的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城市，进
一步确立了文化旅游产业在绍兴经济发展和转
型升级中的核心地位。鉴湖—柯岩旅游度假区
作为绍兴旅游的响亮名片，成立于2003年，2008
年 3月被浙江省政府正式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
区，总面积 113平方公里。近年来，鉴湖——柯
岩旅游度假区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推进全
域景区化进程，有效实现了旅游环境的提档升

级。2016 年接待游客 570 万人次以上，比上一
年增长49.2%，实现旅游收入56.73亿元以上，比
上一年增长 41.8%。围绕“美丽鉴湖、休闲柯
岩”，他们正在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全力打
造绍兴柯桥区旅游业发展的主战场、大平台。

中国旅游业正在步入黄金时代，也给了这
里蓬勃发展的更好机遇；展示江南水乡风情、体
验现代体育活动、感受传统佛教文化的旅游度
假区，正精彩地呈现在世界游客面前。

上图：春染鉴湖
下图：兜率天宫景区
图片由柯桥区鉴湖——柯岩旅游度假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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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兴公园：中外游客同欢乐
赵家耀摄

安全，是旅游中的头等大事。如何保障旅游安
全，需要政府加强安全监管、景区提高安全防范、游
客提高安全意识，多方共同努力，确保每位游客的每
次旅行都能开心无忧。

提升安全意识

旅游安全应成为每位游客的必修课。游客自身提
高安全意识十分重要。北京法学会旅游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李广说，就旅游者自身而言，需要审慎评估自身
的身体情况，参加适合自己的旅游和休闲活动，同时
选择合格的、有安全保障条件的旅游经营者和旅游项
目，严格按照安全提示和警示参加相关活动。

游客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保险意识最重要。必要的
安全知识有助于减少事故中的伤害，保险意识则可降
低事故中的损失，得到相应赔偿。中国旅游改革发展
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
学院院长厉新建表示。

游客对旅游安全问题应该抱有敬畏的心理，安全
提示不能不看，安全设施不能跨越，决不能“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旅游安全事故往往发生在抱有

“冒险”心理的人中。在旅游旺季和节假日到来前夕，
国家旅游局会发布提醒：特别提示广大游客提高安全
意识，加强自我防范，安全出行。主要内容包括：行
前请关注旅游、外交、卫生、气象等有关部门发布的
出行提示，了解目的地天气、卫生、交通和社会治安
情况。参加团队旅游的游客，要听从导游或领队人员
的安全提示，注意查看旅游安全须知和提示标识标
牌。自助游的游客避免前往未开放景区，参加带有危
险性的登山、探险、漂流等旅游项目时，要特别加强
自我安全防范。自驾车出游的游客，请遵守各项交通
法规，避免超速和疲劳驾驶。

加强安全管理

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旅
游研究院旅游安全基地主任郑向敏提出，要进行有效
的旅游安全事故防范必须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

强预防预备工作。旅游局和景区都应编制应急预案、
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加强风险监测、隐患排查、
设施维护、安全加固、人员培训、制度建设等日常安
全管理工作。二是要加强风险信息提升与风险预警工
作。旅游局和景区应通过官网、微博、微信、短信提
示等措施加强旅游地风险提示；旅游局等主管部门应
联合气象、地质、工商、安监等构件全部门、全方
位、全时段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实时监控旅游风
险，并对风险过高的地点和区域发布风险预警。

旅游安全管理关系到各个部门的协调，李广认
为，“旅游涉及的地域广、领域多，一些旅游项目和经
营并不隶属于旅游主管部门管理，比如经常见诸报端
的漂流项目致人死伤事故，还有旅游交通事故，这些
领域的安全监管主体可能是体育、交通、安监等部门
作为行业主管，旅游主管部门无权开展安全监管，为
确保旅游安全，应该加强这些部门之间的合作。”

在旅游事故发生的处罚上，人们有各种看法。中
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认为，单单依靠
政府的管理需要较高的管理成本，对于安全事故的责
任方进行高额的罚款，对其他的景区可以起到威慑作

用。一旦安全事故发生，就有可能让景区面对倒闭，
这就形成了旅游市场上的倒逼机制，既不阻碍市场创
新，又减少了旅游安全事故。旅游的特殊性在于，旅
游以物质消费为载体，以精神消费为诉求，追求的是
一种精神享受，然而在发生旅游事故后，医药费、误
工费等该赔的赔，但是旅游“扫兴”，精神赔偿该如何
追究？目前，精神赔偿很难主张成功，即使成功，额
度也很小。因此，追究旅游事故的精神赔偿，也有利
于防范旅游事故。

保险成为必备

旅游保险经常被人称为“花小钱、管大用”。“无
保险不旅行”，旅游保险为开心安全的旅行提供了强有
力的保障。携程旅游近日发布的《2016-2017旅游意外

险报告》 显示，随着各种意外因素增加，中国游客保
险意识不断提升。2016 年旅游意外险投保的游客人数
创历史新高，大部分游客出游必买保险。特别是出境
游，70%以上的游客主动购买意外险。境内外旅游意外
险的费用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约定最高赔付金额
可达200万元。

旅游保险主要针对不可控的意外情况，成为游客
应对风险的主要手段。游客在出行中购买保险能够在
出现人身意外伤害、财产损失等意外情况后，最大程
度地降低损失。保险作为一种社会救济方式，除了游
客自身购买保险得到赔偿，旅行社、景区等购买保险
也可以转移风险。郑向敏介绍，旅游中常用的保险险
种主要有：旅行社责任险、旅游人身意外险以及交通
工具意外伤害险。

李广表示，无论是旅游经营者还是旅游者，投保都
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是保险意识的问题，更是法律的
要求。《旅游法》就提出“国家根据旅游活动的风险程度，
对旅行社、住宿、旅游交通以及高风险旅游项目等经营
者实施责任保险制度”，要求旅行社强制投保责任险，并
且要求旅行社应当提示旅游者购买旅游意外险，这些都
是旨在通过多方强化保险意识，构建安全旅游的环境。
他认为，应该对极易出险或者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出险
环节，加强强制保险产品研发和规范。

保险专家建议，不管是跟团还是自由行，游客最
好购买综合型的旅游意外险，一般涵盖了意外伤亡、
高风险运动、医疗住院、延误变更、个人钱财损失、
个人行李及随身物品损失、全球救援服务等保障。游
客还可以选择针对性更强的保险，如海岛、户外运
动、高原、自驾、滑雪、邮轮、留学等保险产品。

本文配图来自百度

本报电 （赵坚） 日前，新晋为国家
5A 级景区的江西省龟峰在京举办旅游推
介会，诚邀海内外游客欣赏龟峰的秀丽
景色。龟峰位于江西省弋阳县境内，是

“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组成部
分。

龟峰“无山不龟、无石不龟”，象
形独秀、奇峦如画，集自然精华、纳人
文风采，聚天下名山幽、奇、险、秀为
一体，融五千年历史、宗教、民俗、养
生文化于一炉，素有“江上龟峰天下
稀”之美誉，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
范。

游客走进龟峰，一派田园风光，深
吸天然清氧，亲临摩崖石刻，细品佛中真

意，遍寻霞客足迹，畅游清水湖畔……宛
如踏入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卷。目前，
龟峰已成为集旅游、疗养、度假、会议、
宗教、摄影、探险于一体的休闲胜地，正
吸引着一批批来自海内外的游客。

江西省旅发委主任欧阳泉华说，“江
西风景独好”的旅游品牌形象经过多年
的努力，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也日益凸
显。此次龟峰成功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
区，将为江西旅游再添浓墨重彩的一
笔，将为“大美上饶”品牌形象再添一
道亮丽的光环。弋阳县委书记谢柏清表
示，今后龟峰将继续完善旅游要素建
设，丰富旅游业态，做强旅游品牌，加
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保障旅游安全是当务之急
赵 珊 向青平

龟峰：新晋5A景区诚邀海外游客

旅游安全不容忽视②

在江苏盐城广袤的沿海滩涂湿地上，
栖息着一种珍贵的鸟类，它就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世界濒危物种黑脸琵鹭。

近日，我和几个同事来到盐城沿海滩
涂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我们徜徉在
自然保护区，青绿色的芦苇、金黄色的大
米草、一望无垠的红盐蒿，编织成一条巨
大的五彩地毯。成千上万候鸟悠扬婉转
的啼声，响彻旷野，宛如仙境般撼动人心，
令人心旷神怡。众多的候鸟中，黑脸琵鹭
特别令人向往。

黑脸琵鹭俗称饭匙鸟，因其扁平的长
嘴，与中国民间常用的长柄汤匙相似。它
全身羽毛大体上为白色，除了腿、脚为黑
色外，嘴、前额、眼先、眼周至嘴基的裸皮
也均为黑色，形成鲜明的“黑脸”，故名“黑
脸琵鹭”。又因其姿态优雅，性格温和，与
群鸟为善，故被称之为“黑面天使”。

作为灭绝风险较高的鸟类，黑脸琵鹭
已成为全球仅次于朱鹮的第二种最濒危
的珍稀水禽，与国宝大熊猫一样珍贵，去
年全球仅录得 2725 只。黑面琵鹭生存相
对艰难，由于嘴部结构特殊，只有在浅水
区才能觅到食物，而盐城广袤的滩涂湿地
为它们的迁徙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有资
料显示，从去年3月到4月间，有1000多只
黑脸琵鹭在盐城歇脚，数量占到全球黑脸
琵鹭总数的一半。

在生态湿地上，我们见到黑脸琵鹭
大多与大白鹭、白鹭、苍鹭等涉禽混杂
在一起，悠闲地在海边潮间地带及咸淡水交汇的虾塘上觅
食，只见它们用长喙插进水中，半张着嘴，在浅水中一边
涉水前进一边左右晃动头部扫荡，通过触觉捕捉到水底层
的鱼、虾、蟹、软体动物、水生昆虫和水生植物等各种生
物，捕到后就把长喙提到水面外边，将食物吞吃。飞行时
姿态优美而平缓，颈部和腿部伸直，有节奏地缓慢拍打着
翅膀。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黑脸琵鹭不但性格温
和，与群鸟为善，而且爱情至死不渝。繁殖的时候都是

“一夫一妻”制，夫妻关系极为稳定，当鸟儿开始筑巢的时
候，说明他们的配偶关系已经确立。筑巢期大约为一周的
时间，他们边筑巢，边相互亲热，让人感觉情意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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