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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及京津冀旅游协
同发展的推进，三地民众出游获得了意想不
到的便捷。

一体化成就1小时旅游圈

“以前回家只能选择长途公交车，要到天
桥或者六里桥坐车，每到节假日人会特别
多，要排两个小时的长队。现在，从北京回
老家已有了高铁，只需要 20 多分钟。”老家
在河北、曾在天津上大学、现在北京工作的
史哲告诉本报记者。她说，这几年自己感受
到了交通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切实享受到了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所带来的便利。

无独有偶，也有人分享过类似的体验：
以前，从保定东站到天津西站，需先从保定
东到北京西，再从北京西乘车到北京南，而
后从北京南到天津西站，不算转车时间，全
部车程要用 2 小时。现在，从保定东站到天
津西站不必再绕道北京，直达只需 1 小时。
统计显示，近年来，“轨道上的京津冀”已
惠及 12 亿多人次、近 6 万家企业、200 多个
县市地区。早出发，晚返程，坐高铁就像坐
公交一样便利！

缩短的是时间，拉近的是距离。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先后打通京台、京

港澳、京昆、首都地区环线等干线公路“断
头路”和“瓶颈路”，累计达到 1400 公里。
2017年又加快推进了太行山、京秦等高速公
路建设，天津至石家庄、延庆至崇礼高速公
路也已开工建设。目前，京津冀三地在全国
率先实现区域交通一卡通的互联互通，已经
为三地市民提供了百万次的跨城市出行服
务。

便捷的交通，使旅游发展迎来了黄金
期。目前，以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为
中心，开通了班线化旅游直通车40多条，车
辆近 800 辆，全面覆盖避暑山庄、北戴河、
野三坡、古北水镇等环京津重点景区，为游

客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旅游产品、自由灵活的
出行方式、便捷优惠的旅行服务。此外，“衡
水湖号”“邯郸号”“野三坡号”等旅游专列
也先后开通，游客出游有了更多的交通选择。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到
2020年，京津冀1亿多人口将逐步迈进1小时
旅游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厉新建认

为，市场、交通、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发展至
关重要。交通一体化有助于区域内各种要素
的充分流动，包括旅游流的无障碍流动。

整合三地资源做大旅游市场

京津冀三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以
前一直处于“单打独斗”的状态，而京津冀
旅游协同发展推进以来，这一局面有了很大
的改观。

京津冀三地共同设计推出了红色旅游、
冬季滑雪等特色旅游线路，还有周末亲子
游、摄影之旅、休闲自驾游、古村古镇游、
滨海休闲游等满足各类人群不同需求的旅游
线路。围绕这些旅游线路，三地共同举办了
房车巡游、科普旅游等系列活动。“三地本着
共同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共塑区域旅游品牌
的原则，大力推进旅游市场一体化建设。”天
津市旅游局副局长何智能说，京津冀三地不
仅设计推出了多条旅游线路，还联合编制了

“一本书、一张图、一张网”，游客的出游福
利变得实在而可触摸。

同时，京津冀三地还一同建设京东休闲
旅游示范区、京北生态 （冰雪） 旅游圈、京

西南生态旅游带、京南休闲购物旅游区、滨
海休闲旅游带这五大旅游试点示范区。“三地
立足各自不同的旅游资源优势，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框架之下，拓展原有的活动空间，
优势互补，为百姓搭建起更为优质的旅游服
务平台。”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首都旅游协
调与区域合作处副处长胡虎告诉本报记者。

京津冀的旅游线路打通了，旅游产品也
更加丰富了。

据了解，2018京津冀旅游年卡加盟景区
的丰度及广度均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提
升，持有一张卡即可畅游 199 家景区。中国
老教授协会副会长王富德向本报记者说道：

“京津冀旅游年卡是由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老
龄旅游产业促进委员会发放的福利性质的旅
游年卡产品，顺应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趋
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的旅
游需求。这一张小小的旅游年卡，将京津冀
三地的旅游市场、资源和产品串联到一起，
同时还能带动旅游与农业、工业等其他产业
的融合发展。”

协同发展以来，京津冀三地的旅游资源
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整合，游客的选择也更多
了，出游也更为贴心了。

共享平台推动旅游转型发展

京津冀旅游的协同发展渐入佳境，离不
开三地相关部门的努力。

近日，京津冀旅行社联盟、景区联盟在
北京成立，搭建起京津冀三地旅行社、景区
与政府信息沟通的桥梁，实现三地旅行社、
景区资源互通和信息共享。

此外，为了实现京津冀行业管理信息系
统之间的数据共享交换，京津冀旅游行业信
息共享平台已经建立，汇集京津冀旅游行业
基础信息，整合三地旅行社、A 级景区、星
级饭店、旅游从业人员信息以及行业监管等
内容，实现京津冀旅游行业信息的动态共享。

在北交所旅游资源交易平台上，共挂牌
京津冀地区旅游项目242宗，挂牌金额863.99
亿元，成交项目 28 宗，成交金额 6.01 亿元，
京津冀旅游投融资服务平台为三地的优质旅
游资源提供了发展的资本。

类似于这样的工作，这几年来，京津冀
三地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探索。北京市旅游发
展委员会委员邹伟南介绍，在旅游组织一体
化方面，三地建立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
作协调机制，成立了领导小组及相应的办公
室；建立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项目对接机
制，先后建立了旅游直通车发展协作机制，
成立了旅游网站联席会，建立了旅游咨询服
务合作机制，建立健全了旅游市场一体化监
管机制、执法合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

“旅游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者。”北
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宋宇说，旅游是京
津冀产业融合的加速剂，高关联性和无边界
性特征使它能够和很多产业实现高度融合，
实现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旅游是京津冀大市场
形成的新引擎，旅游带来了游客，客流推动
了市场，市场引领旅游设施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投资等发展要素跟进，从而带动
旅游产业链的发展。

“京津冀旅游需要发展纵深，用好溢出效
应，推动转型和发展。”厉新建建议，一要加
强产品建设突破，如面向域外市场的标志性
产品、观光性产品建设及域内市场的休闲
性、度假性产品等；二要加强政策的突破，
跨域旅游合作区与免税政策突破相结合，成
立京津冀旅游产业投资基金、旅游扶贫产业
基金；三要加快软件建设，构建更高效的旅
游经济运行系统、真实的区域旅游统计系统
指导决策、更及时的旅游质量监测机制、更
融通的智慧旅大数据平台等。

上图：天津滨海夜景
中图中图：：外国游客游览长城
下图：河北承德木兰围场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京津冀旅游日益便捷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本报北京电 （记者赵 珊） 记者
从国家旅游局获悉，综合中国旅游研
究院居民出游意愿调查和历年元旦假
日旅游市场特征，专家们指出：2018
年元旦假日居民出游意愿强烈，都市
周边休闲游市场逐渐升温，温泉、滑
雪等特色旅游产品预订火爆。

元旦旅游市场呈现以下3个特点：
周边短途游占据元旦假日出游的

主流。调查显示，2018年一季度居民
总体旅游意愿达到 83%，其中选择 1
月份出游的超过 1/4。元旦假期时间
较短，多数居民假日期间将选择周边
短途游，自驾车成为首选交通工具。
阖家团聚仍是重要的假日主题，父母
和孩子、儿女和老人共同出游人数增
多，家庭游、亲子游备受青睐。随着
气温降低，老少皆宜的温泉度假旅游
产品普遍热销。

全国旅游市场“南下北上”空间
特征明显。元旦期间，反季温暖游和
冰雪游热度较高，以“避寒”为主题
的南方旅游目的地热度不减，滑雪、
滑冰、赏雪等冰雪特色主题游则为北

方地区带来大量游客。调查显示，三
亚、哈尔滨、厦门、杭州、张家界、
昆明、北京等在全国元旦假日热门旅
游目的地中排名靠前。

假日旅游将拉动消费持续增长。
旅游已经成为满足广大人民对于美好
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假日旅游休闲
度假成为居民的生活刚需。游客在假
日旅游的过程中不止追求简单的观光
游览，更加注重服务质量和旅游体
验，舒适度高、体验性强的深度旅游
线路受到广泛关注。线下新零售发展
持续活跃、节日优惠活动延续，元旦
至春节前亲友聚会、公司团建活动增
多，假日期间旅游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更为显著。

国家旅游局向广大游客发布元旦
假期错峰出行、理性消费、合理维权
等提示。游客可以根据各景区发布的
预订信息，选择前往非热门的旅游目
的地。有条件的游客，可以选择利用
带薪休假“拼假”远游以获得更好的
旅游体验。旅游维权或遇紧急情况可
拨打12301国家旅游服务热线。

元旦假期带火旅游市场元旦假期带火旅游市场

本报电 （郑志军 石彦东） 日前，
泰山天元石旅游文化开发研讨会在北
京良乡聚祥云文化广场举行。

来自全国观赏石行业专家和观赏

石爱好者以及山东泰安天元石雕刻
家、书法家等参加了研讨会。据泰山
天元石开发人刘瑞璋介绍：“泰山天元
石，约5亿年前在海洋中沉淀而成，呈

透镜体状产出，成石条件十分复杂，
充满特殊性和偶然性，因此数量极
少。”以此构成的天石图，在国内尚属
首见，世界上也罕见，具有很高的学
术研究、艺术观赏和收藏价值。

此次研讨会是对泰山天元石的一
次重大探索，是对泰山文化的发扬光
大，也是我国赏石旅游文化界的又一
个新亮点。

泰山天元石旅游文化
开发研讨会在京举行

日前，四川省会理县举办了黑山羊
美食季活动，展示了会理多姿多彩的民
间民俗文化和美食文化。

为期3天的活动包括开幕式、传统
美食展示品鉴、餐饮名小吃名菜评选、
年度节庆摄影优秀作品展、全羊美食争
霸赛、温情冬至全羊宴、冬至文化游园
等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极富地方特
色。 黄正伟摄

温情冬至
全羊宴

假期中虽未能远游，我却在
北京城内，享受了过去未曾发现
的新奇。那便是，北京的小吃与
北京四合院。

北京的小吃很多，什么豌豆
黄啦、冰糖葫芦啦、艾窝窝啦、
驴打滚啦这一类，都是老少咸宜
的小吃，我平素也喜欢。但那
天，我在一家其貌不扬、店前排
了长龙的早点铺前，却真正领会
了这些小吃的真谛。

“您请趁热！”服务员把碗往
桌上一放，粗瓷的碗里盛的是面
茶。我喝了一口，起初没什么味
道，稠乎乎的，咽下，才突然觉
得唇舌间都是香的。看不远处，
系白围裙的师傅把面粉放到锅里
炒到发黄，再把麻仁也炒到焦
黄，然后加牛骨髓油和少许桂
花，拌搓均匀后放在碗内，加上
白糖，用开水沏成糊状……

我不由得心里发问：听说现
如今另有一种做法，把麻酱直接
淋在炒面糊中，用水冲泡，一样
是面茶；客人那么多，店家却不

知变通、反而避简就繁。否则，
不早就财源滚滚了吗？我问那年
轻的服务员，他只笑着说：“多少
年都是这么个规矩。但凡稍稍改
了，大伙儿一咂摸就觉出味儿变
了。”又说，“您看，我们要不是
不改，大伙儿能恁么急赶着来
吗！”

我一想，还真是这样！若是
连这些都流水线生产了，岂不是
少了好些东西？繁复的制作过程
简化了，手艺人的坚持与用心也
就不再了。食材本来是单调的，
却经历几代匠人们的奇思与心血
成为精致的点心、美食，这奇妙
事物万万不能只图眼前利益而埋
没于简单粗糙之中。这么一想，
我登时感到面茶之香更加回味悠
长了！

老北京胡同多，如今越来越
少了，四合院也随之所剩无几。
我跟随父母去胡同中寻访，那里
都是普通百姓的居所，却也从平
淡中显现出许多趣味：树多，枣
树、海棠、石榴、玉兰、黄刺
玫、梧桐、葡萄架、紫藤架；花
多，菊花、月季、玫瑰、凤仙、
蝴蝶、茉莉、鸡冠花、美人蕉，
五颜六色、争奇斗艳……还有养
在缸里的睡莲，缸中游着小鱼、
乌龟、蝌蚪。墙上的牵牛花斑斑
驳驳地爬满藤蔓，月季花、金银

花盛开着。窗台上是仙人掌、兰
花、含羞草、文竹；院里往往还
种着向日葵；黄瓜、丝瓜、葫芦
在架上吊着，形形色色的倭瓜在
屋顶卧着。瓜架上还常常挂着一
个鸟笼或蝈蝈笼，猫儿在瓜葛上
迈着慵懒的步子。

我惊讶：纵然是御花园、雍
王府，也不过如此吧！只不过，
那里开遍珍奇富贵的名种，这里
栽满平易近人的凡花。那又有什
么关系呢？春暖乍寒时，一样是
抵挡不住的满园春色。

最后，我要为北京的这些看
似平凡庸常却实在悠远美好的事
物点上一个赞。因为，人人称南
方小食精细，殊不知北方亦有巧
匠烹出颇费心思的美味来；人人
知宫殿王府奇葩异株，殊不见寻
常百姓家亦是一幅柳绿花红的妙
景。

我不仅为北京小吃和四合院
点赞，我赞的更是北京手艺人的
那份坚守与执著，赞的更是北京
人即便平凡也能恣意享受自己创
造出的闲适，葆有他们红尘中不
灭的斯文与风雅。

再想四合院中，即便有花衰
败，同时也有花盛放，一枯一荣
两厢交替未曾停歇。这不也正同
于北京人生生不息、永永远远的
绮丽与雅致么？

我为北京点个赞
李家琪

旅游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