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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旅游习惯稳定和消费
心理成熟的欧洲游客，如今的法
国华人旅游市场，正经历着全面
而深刻的变化。

首先，安全问题成为“晴雨
表”。对法国华人旅游市场颇有
研究的法中俱乐部秘书吴斌告诉

《欧洲时报》 记者，受到近两年
的恐袭事件以及游客治安等问题
的负面影响，前来巴黎的中国游
客数量相对减少。尽管如此，法
国 2016 年依然接待了 8000 多万
人次的外国游客。

法国政府对于 2020 年要吸
引 1 亿游客的目标一直非常明
确。为了让各国游客重新找到安
全感，法政府新近推出的“千万
欧元安全改善计划”中，就包括
了在敏感区域增加摄像头、加强
旅游购物区巡逻警力、在机场和
重要景点实施电子监控等措施。
根据巴黎旅游部门的最新统计，

2017年初，在迪斯尼乐园、卢浮
宫博物馆、埃菲尔铁塔等最受外
国游客青睐的景点，中国游客回
升的迹象显著。

其次，中国游客市场潜力巨
大，购物体验依然是法国游的重
要环节。

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放宽政
策，为游客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有
利条件。最近达成的中法两国驾
驶证互认协议，无疑将进一步促
进中国游客市场的发展。

对于旅游和购物环境，巴黎
大区持续扩大增加现代购物中
心。日前，巴黎市政府给予国
际旅游区周日营业许可，巴黎
老佛爷百货新推出 VIP 购物和退
税服务中心等举措，都是吸引
更多中国游客并为其提供便捷
服 务 的 积 极 信 号 。 与 此 同 时 ，
中国游客可使用银联信用卡或
支付宝购物，逐渐改变携带大
量现金出游的习惯。

第三，中国游客的出游方式
在不断变化。中国游客如今能从
互联网获得充分的信息和服务，
规划出堪比专业旅行社的行程；
游客自由行的比例持续提高，人
员构成“碎片化”。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游客就

经历过类似的变化过程。他们从
当年占据绝对优势的团体游，发
展到如今 70%的自由行比例，这
都和市场的成熟以及旅游信息的
普及有直接关系。

以旅游资源提供商法国百多
士集团近几年的中国客户接待经
验为例：如今的中国游客更年
轻，更懂得米其林美食、温泉水
疗、滑雪、高尔夫等购物之外的
休闲，与法国主流社会的消费越
来越接近。将来，自助游、深度
游、高端游必然是发展的大方
向。

第四，“法国不仅有巴黎”，
法各地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待开
发。现在许多中国团体游客先要
参观巴黎的卢浮宫和埃菲尔铁
塔，然后直奔蔚蓝海岸和南法普
罗旺斯看薰衣草。今后，这种游
法将越来越少，更多人会从诺曼
底海滩到阿尔卑斯雪山，“离开
巴黎才是旅行的开始”。

以里昂为例。在里昂旅游局
支持下成立的里昂旅游发展联盟
旨在整合资源，致力于拓展中国
游客市场：里昂期待更多高端游
客，并探索在文化遗产保护、当
地居民生活质量与欢迎高质量游
客之间找到平衡。

兴起于2015年前后的中国游
客赴日“爆买潮”，来时澎湃去时
汹涌，如今已逐渐归于平静。日本
商家发现，随着中国海购电商平
台的普及，当地百货商场里不再
人头攒动，以“中国人专属”为噱
头的商品，现在几乎无人问津。

“我与朋友第一次来日本时，
5天的总行程里购物用了 3天。现
在，我们买东西不再专门去大商
场，随处可见的药妆店、便利店里
物品丰富、经济实惠，可使用中国
银联、支付宝等支付方式。”已经
第3次赴日旅游的陈女士，对近年
来在日购物的转变深有体会。

她或许不知道，长期内需不
振的日本，因为中国游客这一轮

“爆买潮”，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行
业重新洗牌，市场再次定位。

“因为中国游客的消费热情，
我这两年的奖金都多出了不少，
日本人应该有一份感恩之情。”在
东京秋叶原一家大型百货商场
里，提起对中国顾客的印象，原田
喜子兴奋地说。

与普通民众相比，日企感受
到的冲击更深。在中国游客“爆
买”的推动下，各行各业一向泾渭
分明的日本市场进入大变局，行
业大佬华丽转身，纷纷“越界捞

金”。传统服装业大佬“青木”推出
了新型保健品，并取了个中国味
很浓的名字“福禄宝”。“市场风向
变了，潮水般涌来的中国游客强
力推动日本各行业重新洗牌整
合。”青木集团负责人分析，从整
个日本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谁
能抓住中国顾客的需求，为其带
来最好的服务，谁就是日本市场
今后的王者。

目前，开办连锁药店的“松本
清”也开始自主研发针对中国顾
客的化妆品。药店相关负责人告
诉《日本新华侨报》记者，松本清
最近开办了专门面向中国游客的
店铺。正是有了中国消费者的强
力支撑，一向保守的日本企业开
始大胆尝试定位转换。

与此同时，消费文化的转变
也是一大亮点。

“以前的金发、棕发、茶发女
子都到哪去了？怎么现在满眼都
是亮丽的黑发？”最近，不少细心
的中国游客在日本街头关注到了
这明显的变化。从上世纪 90 年代
起，日本女性开始追求“欧美风”，
金发、黄发等五颜六色的头发流
行起来。近30年后，流行风尚终于
归于平静，而让人惊讶的是，中国
游客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游客对黑发产
品“近乎疯狂”的需求，让日本商
家有些措手不及，各商铺经常断
货；电商平台上也经常售罄，不得
不四处紧急调配；各大厂家为此
不断提高产能，开足马力。

由德川家康侍医创办的“柳
屋”被称为“日本黑发文化的旗
手”。经历400多年风雨后，这家老
字号迎来新生。柳屋本店 2016 年
销量同比增加近 10 倍，中国消费
者在新增销量中占七成以上。这
让“柳屋”等日本黑发产品企业拥
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日本市
场不断进行黑发产品的迭代与推
广，最终在日本形成了汹涌的“黑
发回归”浪潮。

“老说顾客是上帝，现在我才
明白其中另一层含义：上帝之手
可以左右市场与企业的走向，甚
至影响整个消费文化。”柳屋本店
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

以前谈起西班牙，大家的印
象主要是足球、斗牛和美丽的弗
拉门戈舞蹈。对于如今的中国游
客，西班牙已成为欧洲行必不可
少的一站。

近年来，西班牙开始大力发
展旅游业，旅游收入已达到其国
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西班牙最
受北欧地区和英国人欢迎，但在
这里备受瞩目的却是中国游客和
其令人瞠目结舌的消费能力。

2016 年，58 万中国游客前往
西班牙旅游，平均每人消费 2593
欧元，停留 9.4 天。而据西班牙旅
游局统计数据，其入境游客平均
消费额刚刚超过1000欧元。

现在，中国游客已成为西班
牙 旅 游 业 急 欲 开 发 的 大 型“ 金
矿”，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含金
量”高。上至西班牙政府，下到街
头小店，不仅赞誉一片，喜爱之情
溢于言表，而且还不断采取措施，
力图进一步开发中国游客市场。

如今，中国游客的到来，在西
班牙掀起一轮“中文热”：许多城

市的出租车司机都开始进行汉语
和中国文化培训；西班牙最大的
航空公司开通中国航线，招募华
人空乘员，出版中文航空读物；有
的城市专门聘请语言学校里的中
文老师撰写中文欢迎语，贴在当
地商家的橱窗上……

对于刚刚经历了金融危机，
目前正处于复苏阶段的西班牙经
济来说，远道而来的中国游客可
谓“雪中送炭”。面对大好的市场
形势，西班牙人在旅游服务上下
足了功夫，除了大力推广中文服
务外，还专门研究中国游客的消
费习惯和喜好，力图营造宾至如
归的感觉。西班牙许多大区和城
市纷纷出台了自己的揽客措施，
各地政府成为“主角”。

日前，西班牙东北部城市萨
拉戈萨专门录制了推广当地旅游
资源的纪录片。除了名胜古迹的
介绍外，该市市长还亲自用“现学
现卖”的汉语向中国游客问好。据
介绍，当地去年共接待了14954名
中国游客。今年尚未过半，这一人

数已攀升至 16919。不仅如此，萨
拉戈萨的中国人已经成为访问当
地 人 数 最 多 的 外 国 游 客 ，占 比
16%，甚至超过了其近邻法国。

萨拉戈萨市长打算今后继续
加大“引客”力度。为此，他针对中
国游客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除
此之外，还加大了与中国相关地
方政府的联系，希望在旅游之外，
再结“投资硕果”。

类似萨拉戈萨市政府这样的
“揽客”战略，在西班牙还有很多。

地中海城市马拉加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见证了中国游客数
量增加300%的奇迹。去年，当地共
接待了 1.4万名中国游客。面对这
一激动人心的增长趋势，当地旅
游业协会主席表示，马拉加要用
更多精力吸引中国游客。他坦言，
当地没有与中国的直航班次是

“揽客”的一大困难，此外，对华宣
介推广力度也存在不足之处。

现在大部分中国游客都会选
择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旅游路线，
像马拉加这样的“二线城市”，虽
然旅游人数暴增，但从整体上仍
无法与前两个大都市相比。

为增加自己在抢占中国游客
市场上的竞争力，西班牙南部安
达卢西亚大区的马拉加、塞维亚、
科尔多瓦、格拉纳达4个旅游城市
现已结成战略联盟，专为中国游
客 设 计 出 了 一 条“ 精 品 旅 游 路
线”，以期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那是一个……最远的远方
吧？”在微博上，有网友对南美如
此感叹。从中国上海出发，取垂直
往下方向，走完一个地球直径的
距离，就能看到另一端的布宜诺
斯艾利斯。相传，阿根廷的美丽首
都在地球上的对跖点便是上海。

提起阿根廷，足球的风驰电
掣，探戈的摇曳生姿，还有王家卫
电影《春光乍泄》里满满的文艺情
怀，都是这片土地的色彩。这里的
天空和电影里一样湛蓝清爽。

采访中，我结识了一对从中
国深圳出发的小情侣。他们经由
美国转机到达南美，第一站是秘
鲁，第二站是阿根廷，后面还有计
划中的智利。在这里，他们与色彩
斑斓的真实拉美猝然对视。

“我们决定出来玩时，就是想
去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
男孩说，他们在地图中搜索了3个
南美国家，从做出决定、开始制作
电子攻略，直到拖出旅行箱奔赴
机场，总共不过15天时间，真是一
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对情侣喜欢布宜诺斯艾利
斯花团锦簇的巴勒莫玫瑰园和圣
特尔莫区的情调咖啡馆。他们被
布市的街头涂鸦所吸引，正试着
做出与涂鸦中人物互动的样子来
拍张合影。那是布市老城博卡区
车库墙上的作品，放浪形骸的西
方人物形象伸臂抱拳，摆开一个
颇像中国武术起手的行礼姿势。

近年来，中国公民到南美旅
游已经不是难事，南美各国也都
纷纷降低了对中国游客的签证限
制。从“上帝之城”里约热内卢到

“南美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从
“魔鬼咽喉”伊瓜苏瀑布到“天地
尽头”乌斯怀亚，中国游客的身影
随处可见。他们中既有白发苍苍
的老人，也有欢蹦乱跳的儿童，而
居中的青年一代似乎更欢迎地理
距离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

“中国游客旅游攻略做得很
详细。”阿根廷亚洲旅行社导游小
刘介绍，中国游客有带孩子参加
足球训练班的，有给自己报名学
探戈的，还有人希望通过一场紧
贴衣食住行的练习实践，检验并
提高在国内学习的速成西班牙
语，“小语种的浪漫魅力，没有来
一次自由行的人不会懂。”

与此同时，拉美人也在学习
读懂中国游客。阿根廷《国家报》
称，中国人喜爱数字 8，讨厌数字
4；早上不吃牛角面包而热衷于稀
饭和茶叶蛋；如果希望和中国人

建立联系，最管用的办法是加上
他的微信，而后猛刷朋友圈。如
今，拉美各国已开始安排更多懂
中文的接待人员，许多景点也开
始启用了注有中文标识的路牌。

置身于与欧亚板块相对的新
大陆，拉美各地都以移民立国，对
异乡来客的友善算是社会心理的

“基本面”。但客观而言，拉美在世
界经济的拼图中还处于“发展中”
位置。与欧洲北美相比，旅游基础
设施和服务确实还有待提高。

“也会有让人哭笑不得的时
候呢。”那位来自深圳的女孩说，
他们住宿的酒店是一座8层大楼，
使用3台电梯载客，不过电梯在一
天之中全都趴了窝。那么它们什
么时候能修好呢？

“不知道……也没人知道。在
阿根廷这种事不太确定。”酒店前
台身着西服领结的小哥耸了耸肩
膀，帅帅的脸上绽开热情的微笑：

“这可是一座 100 年前建的房子。
每天沿着那么古老的楼梯上下 8
楼，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吗？”

重金保障游客安全

法国《欧洲时报》记者 孔 帆

服务中国游客为王

《日本新华侨报》副总编辑 王 鹏

中国游客带来“中国热”
西班牙《欧侨讯播报》记者 致 远

遥远拉美吸引中国游客
阿根廷《新大陆周刊》记者 罗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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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编者按—

中国出境游，惊艳全世界。

这股热潮究竟多火爆？本报特邀日本、法国、西班

牙、阿根廷的华媒从业者，讲述他们在海外观察到的旅

游故事，或呈现鲜活个案，或描绘整体群像。

在这些“沟通两种文化的使者”笔下，中国出境游，

丰富而多彩。

听世界华媒评说听世界华媒评说

中国中国出出境游境游

阿根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