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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出境游已突破1亿人次，并且增势
非常显著。随着出境人数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行
为和偏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跟团游逐渐降
温，“生态游”等主题游和自由行越来越受青睐。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说出了很多人的
心声。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美丽的大自然是
人类共同的栖息地，人类需要自觉担负起保护的
责任，才能让这些珍贵的资源得以世代延续。所
以，越来越多的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开始自觉维
护这些宝贵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尊重世界各地人
民生活和物种的多样性，维护各地自然和文化生
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生态游”渐渐火起来。

泰国南部的众多海岛每年吸引着大批包括中
国游客在内的国际游客，这里最受欢迎的旅游项
目就是潜入海底，观赏绚丽的珊瑚礁。但最近有
泰国环境研究机构调查发现，由于全球气候异常
和人类活动频繁，泰国珊瑚礁的生存环境近年来
急剧恶化。有专家预言：日益变暖的气候和日渐
酸化的海水将对珊瑚礁的生存产生严重威胁，此
后数十年内珊瑚礁的生长将逐渐停止直至灭亡。

栖息了无数海底鱼类和生物的珊瑚礁不仅是
旅游胜景，也是当地渔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近日，
来自新时代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一拨中国
游客除了欣赏当地秀美的海洋风光，还启动了在泰
国普吉岛的珊瑚救助公益活动，为保护当地的海洋
资源尽一份力。

泰国国家自然海洋资源珊瑚保护区副局长颂录
现场教学，教授来自中国的游客如何种植珊瑚以及如
何针对珊瑚的习性，开展珊瑚放养。

大家把珊瑚虫种植在水泥板上，然后由工作人员
将珊瑚虫放置到海底的养殖区，用于维护海洋生态平

衡。活动中大家表示，能够如此近距离地呵护救助海
洋生命、为海洋生态平衡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非常
骄傲；今后会主动关注身边的生态环境，积极参与环
保公益活动。

珊瑚礁对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它是地
球上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有“海底森林”“热
带海洋沙漠中的绿洲”“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等美称。
珊瑚岸礁对海岸有防护功能，被誉为“海上长城”。尽
管珊瑚礁全球海面覆盖率不到0.2%，但它们却是30%

海洋动植物的生存之处，也是食物来源。
很多风景迷人的旅游目的地，拥有许多先进

的环保经验，是提高人们环境意识的天然大课
堂。广泛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环境保护、动物保
护经验，将旅行与环保结合在一起，在赏阅美
景、休闲放松的同时，积极参与到各国环保事
务和活动中，为全人类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尽一份绵薄之力，这将会是越来越多中国游客
的选择。

从越南回来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还在回忆越南的
旅游见闻。那天，我们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约两小
时后就到了越南芽庄机场。

踏入越南的土地，犹如时光倒流，不仅让你一下
子回到了盛夏季节，也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中国
的往昔。那迷人的热带田园风光，色彩斑斓的村舍民
居、川流不息的摩托车洪流、戴绿帽和捂口罩的越南
男女……都展示着这个国家的风采。

初到越南，满街川流不息的摩托车便映入眼帘。
听同事说，在越南，要学好的第一件事是过马路。别
以为我在开玩笑，在越南过马路是很难的事。因为红
绿灯少，行人和摩托都没规则可言。面对速度不慢、
数量众多的摩托车时，我们首先要定下心神。当你好
不容易定下神来，准备迈腿时，发现这摩托车怎么总
是不见少呢？过去了一堆又来了一群，还让不让人过
马路了？开始你会想等会儿车少了我再过，然后会发
现，等啊等，只觉得尾气越来越熏人，不见车少。

据说，越南大中城市的家家户户都有两三辆以上
的摩托车。摩托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是越南革新开放
成果的标志之一，拥有一辆体面的摩托车，已成为日
渐富足的越南人追求的一种时尚，一份荣耀，将越南
比喻为摩托车上的国家则毫不为过。

在越南，天气炎热，尤其是南方，常年高温。面对
强烈的日晒，爱美的女子每个人外出都有一套自己的

“装备”：帽子、口罩或者纱巾、袖套，还有墨镜等，只要
裸露在外的身体部位都要遮掩得严严实实，生怕被晒
黑。不管城市还是乡村，都是防晒第一。

当地同事安排我品尝越南本地特色的晚餐。越
南的饭菜比较简单，不像中国菜有那么多的花样。越

南菜煮的多，很少有炒菜，非常依赖各样调料。越南是产柠檬的地方，喝水
放柠檬，作料或调料也用柠檬，算是当地饮食的一大特色吧。这里是热带
气候，本地人喝什么饮料都喜欢加冰，连现磨的热咖啡，也要配给你另一大
杯冰块。在餐馆，没有上茶的概念，想喝杯热茶都不容易。

越南之行后，我有些喜欢上越南了。

本报电 （余三荷 郑 鹏）“泰”
好吃，“泰”好玩，“泰”好看。日
前，中泰联合举办了 2017 荆门东
宝·泰国美食文化节暨经贸洽谈活
动，以美食文化为媒，以经贸洽谈、
人文交流为介，搭建起双方深度合作
和互利共赢的平台。

泰国帕尧府教育厅教育主任西里
樊·宽恩说，此次文化贸易交流，促
进了中泰一家亲，泰国将以“4.0 战
略”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合作共赢。

此活动是泰国湖北商会、泰国商
会与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政府在

湖北省第十六届“华创会”上签约的
重点项目。泰方组织教育、餐饮、中
小企业推介泰国特色小吃、工艺品、
日常生活用品、旅游产品。诗拉卡琳
威洛大学艺术系表演了歌舞，泰拳表
演团队表演了泰拳，歌星坤佐演唱了
泰国歌曲，为中国民众奉献了一场品
鉴泰国美食、感受异国风情、享受文
化融合的盛宴。此外，泰国中小企业
协会、泰国饮食行业协会、泰国旅游
市场协会分别与东宝区进行了文化旅
游与经贸互动合作项目及中泰圣境山
民俗文化村项目、中泰跨境电商项目
签约。

新华社万象电 （记者章建华）
中国驻老挝大使王文天 11 月 7 日在
接受中老两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
示 ， 中 方 将 积 极 配 合 老 方 开 展

“2018老挝旅游年”活动。
王文天说，中老山水相连、地

缘相近、人文相亲，发展旅游合作
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方一向十
分重视与老挝开展旅游合作。旅游
合作是中老务实合作的重要方面。
老挝历史悠久，山川秀美，旅游资
源非常丰富，旅游业发展潜力巨
大，相信通过旅游年活动将吸引更
多外国游客到老挝来。

王文天认为，为了配合老挝旅
游年活动，中老双方可以开展多方
面的合作，包括中方协助老方加快
制定 《老挝旅游领域发展专项规
划》；加快中国援老旅游培训学校的
建设进度，为老挝多培养旅游专业
人才；加强交流互鉴，积极推动中
老两国旅游部门间的交流；支持老
方针对中国游客的宣传推广工作。

为了推动旅游业发展、保护老
挝独特的文化传统，老挝政府10月
28日宣布正式启动“2018老挝旅游
年”系列活动，希望在旅游年内吸
引500万人次外国游客。

荆门举办东宝·泰国美食文化节 中国将配合老挝开展旅游年活动

中国游客学习把珊瑚虫种植在水泥板上。中国游客学习把珊瑚虫种植在水泥板上中国游客学习把珊瑚虫种植在水泥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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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东盟成立 50 周年，也是
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旅游合作已
经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优先方向。
目前，中国—东盟国家互为重要的客
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中国是东盟第一
大客源国。去年双方人员往来突破
3800 万人次，每周有 2700 架次航班
往来于中国与东盟国家。

中越旅游如火如荼

记者在日前举办的 2017 中国―
东盟博览会旅游展现场看到，一条
从广西防城港至越南的海上邮轮旅
游航线吸引大批游客关注，沿途停
靠下龙湾、岘港、芽庄，被称为是
最美的越南海上之旅。如今，中国

游客从广西到越南旅游非常便利。
去年 11 月，从广西东兴口岸去越南
芒街旅游实现了跨境自驾游，至今
中越共有 200 多辆车参加跨境自驾
游。今年 1 月，中越“两国四地”
黄金旅游线路在东兴启动，进一步
拓展了跨境旅游线路。

今年，中国游客赴越南旅游增长
迅速。据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今
年前7个月，共有220万人次中国游客
赴越南旅游，同比增长 51％。越南驻
南宁总领事馆领事阮泰山日前在接受
采访时说，越南与中国地缘相近、人文
相亲，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助推
双方在经贸、文化、旅游等各个领域合
作取得良好成效。特别是旅游方面，
近年来中越两国民众互动频繁，游客
互访人次逐年增加。近年来，随着中

国―东盟博览会以及各地旅游展会的
推广，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赴越
南河内、下龙湾、芽庄等地旅游。

中越边境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
两 国 跨 境 旅 游 合 作 可 谓 “ 多 点 开
花”。广西与越南的陆地边境线长达
1020 公里。广西近年来积极与越南
高平、谅山、广宁等地加速建设跨境
旅游合作项目，目前已形成中越跨境
旅游合作区、边境旅游实验区、边关
风情旅游带“两区一带”互相促进的
发展格局。此外，中越两国还携手推
进国际红色旅游合作开发项目。广西
龙州县加快建设“中越红色旅游国际
创建区”，计划与越南联合开发“胡
志明足迹之旅”专题旅游线路，建成
体现中越两国友谊的标志性红色旅游
文化园。

合作交流平台丰富

中越旅游的合作交流是中国和东
盟国家旅游发展的缩影。中国—东盟
国家互为重要的客源地和旅游目的
地。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扩
大中国和东盟旅游双向交流规模，提
升双方旅游服务品质，加强中国和东
盟旅游深度合作已经成为广泛共识。

2017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
吸引了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千家展
商参展，搭建了中国和东盟国家旅游
交往的平台。该旅游展自 2015 年举
办以来，立足中国—东盟、面向全
球，集旅游展示、交流、交易于一
体，促进了旅游互利合作，增进了相

互了解和友谊，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建设夯实了民意基础，为建设中
国—东盟旅游共同体积累了共识。

印尼旅游部副部长伊·格戴·皮
塔纳在参加 2017 中国—东盟博览会
旅游展时说，中国是印尼主要的旅
游市场。今年第一季度，来自大中
华区的游客数量达到130万人次，比
2016 年同期增长了 38%，成为印尼
最大的国际游客来源。我们热切希
望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能进一
步加强两国关系，提供更广泛的贸
易和投资机会，增加从大中华区到
印尼的游客人数。

中国与东盟旅游合作目前已经建
立起多层次的固定渠道与体系，除了
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之外，还有
中国与东盟在“东盟对话”框架下定
期举办的“10+3 旅游部长会议”和
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部长会议。此
外，云南、广西与相邻地区之间的旅
游合作机制也非常活跃。

未来合作空间广阔

自“新马泰”首开中国公民团队
旅游以来，中国与东盟的旅游合作就
一直交织着梦想，2017 年中国—东
盟旅游合作年的举办把双方旅游合作
推向更精彩。

中国和东盟国家旅游业界的合作

日益丰富。11 月初，由中国—东盟
中心与柬埔寨旅游部联合举办的“迎
接中国游客”旅游从业者能力培训班
在柬埔寨金边举办。来自中国的旅游
专家围绕“全球旅游视角下看中国”

“中国游客消费心理”“旅游产品设计
和案例分析”“中国旅游市场发展及
旅游电子商务”以及“进一步完善中
国游客接待服务体系”，向柬埔寨业
者做了详细的介绍。

中国与泰国、越南和柬埔寨是
友好近邻，千百年来，中国与三国
人 民 往 来 密 切 ， 旅 游 交 往 源 远 流
长。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目前分别
位 列 中 国 出 境 目 的 地 国 家 中 的 第
一、第四和第十一，三国现阶段接
待中国游客总人数超过 1100 万人
次。入境方面，越南已经是位列中
国前十的客源地，2016 年越南旅华
人数 317万人次，增幅接近 50%。泰
国旅华人数接近百万人次。泰国和
柬埔寨旅华人数的增幅都接近 20%，
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选择泰国、越南和柬埔寨作为入境
游重点市场，进行重点推介，这是“中
国—东盟旅游合作年”框架下的务实
举措，有助于落实“在中国和东盟国家
间举行双向旅游、交流和宣介活动，推
出更多符合中国和东盟民众需求的跨
境旅游产品和线路，提升中国和东盟
互访游客数量”的任务要求。

地相近 人相亲 走动勤

中国游客成东盟旅游主力
本报记者 赵 珊

越南下龙湾越南下龙湾 来自网络来自网络

老挝万象凯旋门老挝万象凯旋门 来自视觉中国来自视觉中国

越南岘港风光越南岘港风光 来自视觉中国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