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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人的眼里，当下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呢？他们对中国是否还有刻板印象？日前，一场
台州旅游资源与海内外知名旅游企业同业的“相
亲会”在浙江台州举行，来自澳大利亚、波兰、
荷兰、加拿大、泰国等多个国家的50多名境外旅
行商，通过 6 天 5 晚的深度体验，亲身感受今日
中国。

在中国旅游更方便了

2004 年，来自印度的库纳尔第一次来中国，
自此他深深地爱上了中国，迄今为止他已经带团
来中国30多次，尤其是最近几年，每年都会来北
京、上海四五次。无论是有着华丽漂亮现代化建
筑的大城市，还是如台州这种有着自然山水风光
的城市，都让库纳尔倾心不已。

说起中国的变化，库纳尔感触最深的是语
言交流和交通的变化。十几年前他刚刚开始带
团来中国时，从北京到上海坐火车需一晚上，
到站时已是半夜。如今，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
只需要四个多小时，非常方便。去年，库纳尔
带了 150 多人的旅行团从上海去杭州，除了美
丽的景色，便捷的交通给团员们留下了难忘的
回忆。

10年以前，库纳尔带团去北京参观长城，导
游因语言不通，听不懂印度客人需要什么样的食
物，加上天气炎热，有的印度客人就不耐烦了，
导游也很委屈。这件事库纳尔印象非常深刻。但
是近几年，库纳尔碰到的一些导游不但会讲英
语，能跟他们顺畅交流，还会唱一些印度民歌，
讲一些印度故事。走在北京、上海的街头，很容
易找到会英语的朋友问路。

带游客来中国我们很放心

来自马来西亚南海中旅的24岁小伙子黄致诠
虽然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却会讲一口流利的汉
语。由于在从北京到台州转机时间很紧，机场服
务人员便热心地带他去特别通道托运行李，并顺
利登机。服务热情周到成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感
受。对此，韩国金天旅行社的金天感触也很深
刻，这个曾在中国留学、毕业后留在中国的韩国
小伙子觉得不光是服务质量提高了，中国国民的
整体素质也有了很大提升。

每到一处景点，当地的导游都会用外语向
外国朋友作介绍。在济公故居，导游尹光辉甚
至把地上砖块上的图案文字都解释给外国朋
友，这让黄致诠十分佩服：中国的导游很努力
地不仅仅是介绍景点，还在努力地传播中国文
化。还有一个细节让黄致诠觉得中国的服务水
平非常高。去神仙居游览的时候遇到了下雨
天，由于雾大，很多景点看不到，但是却没有
人抱怨，他觉得原因就是导游在跟大家介绍的
时候说了一句“雨天才能感受到神仙的感觉”，
大大提升了游客的接受度。黄致诠说：“现在带
游客来中国，我一点儿也不担心。”

移动支付让我们惊叹

来自法国南方旅行社的王玫，老家在山城
重庆，上世纪 90 年代跟丈夫定居法国后，每年
都会回国。这几年王玫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落
伍了。在中国，拿个手机什么都能买到，移动
支付，这个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家喻户晓的事
物，对身处时尚之都的她来说还颇具未来感。
不光是王玫，她跟很多外国朋友交流起来都觉
得这是个不可思议的现象。移动支付的吸引力
在于它的便捷性，不管是路边摊买早餐、买水
果，还是逛超市、打车，甚至是共享单车，移
动支付都有极大的便捷性。王玫笑着说：“中国
一不小心又走在世界前沿了！”

中国的快速崛起令人目眩。对此深有感触的还
有老家在贵州的申桂香女士，她跟丈夫已经在澳大
利亚墨尔本生活了十几年，她上次回国已经是3年
前了。这次来台州参加旅游体验活动，丈夫让她带
上一些人民币，结果她发现街头巷尾卖水果的小商
贩都不用现金了，去餐厅吃饭服务员也会问是用微
信还是支付宝支付，如果这两种手段都不行，才会
提出现金这种“冷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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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举行的“2017中国·绍兴皮划艇马
拉松世界杯赛”开幕式上，绍兴乌篷船组成的
迎亲方队一亮相，立即引起国内外游客的阵阵
惊呼。头戴乌毡帽的船老大手脚并划乌篷船，
飘逸在水面上，如黑色的精灵一般。乌篷迎亲
风俗和船上撒大网的表演，惊艳了两岸游客。

“太美了，这样的乌篷小划船的表演非常符合
东方水城的特色。”许多国外游客纷纷用手机
和相机拍摄下这独特的绍兴乌篷风情。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萍洲烟雨。”
手脚并划乌篷船一直是绍兴水乡一道独特的风
情，乌篷与绍兴古街、古巷、古桥、碧水构成
了一幅独特的江南水墨画。来绍兴的国内外游
客都以感受“欸乃一声山水绿”的江南水乡意
境、体验悠哉悠哉乌篷文化为乐。“乘坐乌
篷，不虚此行”，成为游客到绍兴的感慨。每
年仅绍兴古城区和东湖景区就有55万人次乘坐
乌篷船。近年来，绍兴以乌篷为梭，串联古
城，“织起”全城旅游。绍兴鲁迅故里、八字
桥、书圣故里、仓桥直街、西小河等地，到处
是乌篷悠悠，水清如镜的绍兴古城更显得灵
秀，小乌篷让绍兴古城风情流溢。

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沈
安龙介绍：“乌篷船是绍兴独一无二的文化符
号。今年开始，绍兴文化旅游集团注重将乌
篷和文化、风情、音乐相融，融入休闲、时
尚元素，以‘乌篷+’的理念，做足、做深乌篷
风情文章，以便让游客更好地体验乌篷文
化。乌篷船融合风、雅、颂后，乌篷风情和
文化有了新境界。”

今秋的乌篷船风情月活动在绍兴东湖景
区拉开帷幕。奇山怪石、碧水荡漾的东湖，

琵琶轻奏，笙箫婉转，笛声悠扬。乌篷船组成“曼音乐”乐
队，如一个流动的舞台，组成一幅“水乡梦幻”美景。6条乌
篷船组成的“曼音乐”乐队，将婉转动听的乐曲“抛洒”在
水面上。身着古装的女子，坐在乌篷船上，琵琶遮面，玉笛
轻吹，二胡、中阮、笙箫声相互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唯
美典雅的画卷。一条小乌篷船紧随乌篷船“曼音乐”舞台，
妻子摇船、丈夫撒网，让一湖秋色更添诗意。一潭秋水如碧
玉，鬼斧石峰总惊魂。在绍兴东湖景区，人们漫步柳堤，闻
笛赏景，坐船游石潭，观鱼听歌，陶醉在乌篷船“曼音乐”
的风情中。真是“八方游客踏歌声，一湖秋水醉江南”。

乌篷成为流动的音乐表演舞台，不仅让乐器、越剧等一起
“坐上”乌篷船，还演绎乌篷社戏、水上集市、江南采菱、曲水
流觞、越韵雅集、台门遗韵等十二道风情，演奏出绍兴自己的

“风、雅、颂”。乌篷船“曼音乐”还沿着绍兴各个景区和内
河，游遍古城。绍兴小小乌篷船，融入文化和风情后，在欸乃
声中，真正摇出了“水乡梦幻”的新境界。

近年来为了改善出游体验、追求
较高的旅游性价比，许多游客往往更
加青睐一些人少景美的旅游目的地，
或者更热衷于体验一些异于寻常的出
游项目，小众游应运而生。喜爱小众
出游的游客往往从目的地的选择到出
行规划都亲力亲为，他们更讲究旅行
的品质，注重体验旅途的过程，希望
在旅途中放松心情、陶冶情操，从而
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小众旅游的目的地主要是指相
对于大众所喜爱的一些热门景点，
那些平日里不受关注的一些景点。
尤其是近年来，节假日出游的游客

越来越多，许多人为了避开热门景
区的人山人海和高速路上的拥堵，
他们另辟蹊径选择了一些平常较为
冷门的景区。许多省份也不断推出
一 些 人 少 景 美 的 旅 游 线 路 和 目 的
地 ， 如 内 蒙 古 阿 拉 善 的 金 秋 胡 杨
林、天津蓟州区山水民俗游以及辽
宁抚顺满族风情体验等。此类景区
备受一些自由行游客的喜爱，在他
们眼里这些如世外桃源般怡然自在的
景区才是度假首选。选择小众景点出
行，在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景之
余，自由行游客更看重的是纵情山水
的体验和不急不慢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的过程。

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行游客开
始将目光转移至交通条件便利、历史
资源丰富且充满异域风情的“一带一
路”沿线地区。《国民“一带一路”
旅游心态及出行大数据报告》 显示，
丝绸之路必经之地“楼兰”成为最高

频的阅读关键词；“一带一路”参与
国家和地区，都是用户出游前阅读的
高频关键词。相比于传统的热门目的
地，诸如欧美国家，“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因其独具特色的历史文
化、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以及尚未被
大规模开发的原生态特性，日益显示
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主要以欣赏景
色、拍照留念、品尝美食几大项目为
主，小众出游则侧重于对个别项目的
体验，个人爱好的培养。在某互联网
公司工作的小孙是一位极限运动爱好
者，工作之余热衷于体验潜水等运动

项目。小孙说：“潜水带我打开了海
底星球的新天地。水下阳光闪烁，鱼
儿从身旁穿梭游走，珊瑚在脚下绽
放，置身其中仿佛自己也变身为鱼。
在海中自由翱翔的过程中，我忘记了
对海水的恐惧，尽情观赏海底星球五
彩斑斓的奇异风光。”谈及为什么会
喜欢这样的运动方式，小孙说，每次
潜水发现许多外形奇特的海底生物她
都兴奋不已，如果潜入海底能与海洋
生物来一次亲密接触，那简直是最享
受的时刻了。

潜水是一项特殊的极限休闲运
动，需要特殊的场所，通过特殊的培
训，使用专业装备。受场地、费用等
因素的影响，目前潜水在国内还是相
对小众的一项旅游体验项目。但是极
限运动与生俱来的新奇性和挑战性，
在“90后”、“00后”崛起以及全民消费
升级大背景下，预计将会吸引越来越
多的受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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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景人少景美受美受青睐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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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地标游客大增

进入11月以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接待的参观群
众络绎不绝。早晨纪念馆开门前，等候入场的队伍常常
从中共一大会址入口所在的兴业路绵延至马当路路口。
据介绍，目前，每天参观一大会址的游客达5000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其中，既有耄耋老人，也有咿
呀学语的儿童。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纪念馆已将每天
两场定时讲解调整为每15分钟一次。此外，在一大会址
重温入党誓词成为许多游客来此的重要目的。据估算，
除了个人宣读者外，每天的团队宣读誓词者有30个左右。

在浙江嘉兴南湖景区，11 月 1 日至 5 日，景区接
待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170%，每天每名讲解员平均要
接待2—3个批次团队。进入11月，旅行社的红色旅游
相关产品线路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1倍多，与往年的销
售淡季形成鲜明对比。嘉兴当地的旅行社已经着手整
合参观线路，丰富红色旅游导游词。

河北省西柏坡景区同样迎来了红色旅游热潮。据
统计，仅11月第一周，西柏坡景区接待游客近8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游客量增加近 1倍。为了给参观者提
供更好的参观体验，讲解员们不仅提供“点菜”式讲
解，还新创打快板、唱小曲等讲解方式。

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等著名红色旅游目的地也都
迎来客流暴增。据携程统计，上述景区参观游客人次环
比增长超过50%。游客热情高涨，旅游业界同样如此。
2017中国 （江西） 红色旅游博览会日前落幕，共吸引
1000余家旅游机构参展，累计接待参观者10余万人次。

革命精神实践之旅

11月的第一个周末，北京西城区居民张文秀带着

孩子乘坐早班飞机抵达井冈山。尽管第二天就要返回
北京，张文秀依旧将行程排得满满当当，黄洋界、红
四军军部旧址、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经典红色旅游点
全部涵盖。“虽然这趟旅途很辛苦，但是我和孩子都觉
得很充实。”张文秀告诉记者，她和孩子都不是第一次
去井冈山，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对于孩子而言，书上的历史总是显得过于抽象。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应当用心去了解那段并不遥远
的过去。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到实地去一
次，会比看书本体会得更深刻。”张文秀的孩子今年刚
上初一，离开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时，他对张文秀说：

“我脚下的土地叫中国，我现在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

现在，各地的红色旅游点里有许多像张文秀一家
这样的游客。携程旅行网统计显示，近期前往红色旅
游景点的游客中，半数以上年龄不到35岁，绝大多数
游客年龄在55岁以下。

在湖南韶山，10 月份游客接待量呈井喷态势，
实际旅游人数 21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16%。其中，
毛泽东同志故居、滴水洞等著名红色旅游胜地作为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首选目的地，
旅游参观人数大幅增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绝
大多数游客来此的初衷。”湖南韶山市常务副市长崔
旺介绍，在毛泽东故里，游客自发组织穿红军装、
唱红歌成为常见景象，红色旅游已经成为革命精神
的实践之旅。

红色旅游迎来发展契机

《2017红色旅游报告》显示，如今的红色旅游游客
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平均
年龄为35岁；“80后”父母携“10后”小朋友到访红色

旅游胜地成最新趋势，红色旅游的教育内涵日益受到人
们的重视。“当人们衣食无忧之后，就会开始寻找那些能
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东西。”驴妈妈旅游网公关部总经理
李秋妍指出。浸润式体验、红色旅游+影视+乡村旅游模
式等创新理念的融入为红色旅游带来了全新生机。

今年 9 月 2017 上海旅游节举办期间，上海开发
“红色一公里”深度旅游体验，将一大会址纪念馆及
周边的石库门优秀历史建筑群整合在一起，让游客
不仅能体验红色之旅，同时也感受了上海城市的历
史变迁。此外，上海还举办了“精彩上海体验之旅·
红色旅游国际家庭推广日”活动，来自英国、美
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11 组家庭成为
首发成员，他们共同参观游览了“上海之巅”、“摩
西会堂旧址”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及黄浦江。通过
对红色资源的挖掘、整合、创新，新的红色旅游线
路吸引更多游客参与。

湖南湘潭则走出了一条红色旅游与传统教育结合
的发展道路。湘潭建设了韶山红色旅游书屋、湘乡东
山书院红色旅游书屋。湘乡东山学院红色旅游书屋为
来景区参观的各地游客和在东山学习的4000多名高中
学生服务。游客参观完景区之后，可以到书屋博览群
书，在享受完景区视觉大餐后品尝精神食粮。参观游
客表示，这里有在新华书店和其他科普图书馆读不到
的书籍，经常有游客因读书而误了回程的公交车。如
今，湘潭红色旅游书屋已经成了景区的一道新风景。

海外红色游同样生机勃勃。近年，在中国游客海
外红色旅游的重要一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红场、
二战博物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已经成为前往俄罗斯的中
国游客必到之地。德国特里尔、乌培塔尔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故乡，也是国人钟爱的海外红色旅游目的
地。数据显示，前往特里尔的游客中，中国游客约占
四分之一。

凝聚民心强中华 汲取力量再出发

红色旅游走进新时代
本报记者 尹 婕

1010月月3131日日，，中共中央总书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记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

江嘉兴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

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近两近两

周以来周以来，，包括一大会址和嘉兴包括一大会址和嘉兴

南湖红船在内的多个国内红色南湖红船在内的多个国内红色

旅 游 点 迎 来 大 批 游 客旅 游 点 迎 来 大 批 游 客 。。 1111

月月，，原本是传统的旅游淡季原本是传统的旅游淡季，，

如今如今，，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火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火

热起来热起来。。

在西柏坡景区，讲解员结合西柏坡的红色历史，用快板书的形式向游客宣讲十九大精神。
新华社记者 申宏摄

在西柏坡景区在西柏坡景区，，讲解员结合西柏坡的红色历史讲解员结合西柏坡的红色历史，，用快板书的形式向游客宣讲十九大精神用快板书的形式向游客宣讲十九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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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台州欣赏戏剧演出。来自中国台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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