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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游如何迎风起舞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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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模式尚待探索
自驾游发展前景光明，但仍旧有相
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谈及目前我国自驾

途中的风景——泸沽湖。马

军摄

文 图\

北京自驾联盟副会长、起驾旅行联
合创始人杨春虎对本报记者表示，我国
自驾游的发展与私家车保有量的增长基
本同步，2010 年前后，我国自驾游获得
了长足发展，全国多个省份成立了自驾
游协会或俱乐部。“自驾游的发展，也引
起了旅游市场的一些变化。”杨春虎说，
过去旅行社购票在景区景点的门票销售
中能占到七八成，2014 年前后，情况发
生了改变，散客、自驾游客已成为门票
购买主力。
“可以说，我国自驾游正处于爆发式
增长的前夜。”中信建投研究发展部副总
裁、社会服务行业首席分析师贺燕青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旅游业
已经由观光游向休闲游转变，自驾游等
旅游业态开始兴起并快速发展，同时，
自驾游有其独特性：产品个性化、碎片
化程度高，涉及交通、旅游目的地、住
宿和各类主题活动，因此具有多元性和
丰富性；游客消费随机性大，线下服务
链条长，没有标准的服务流程，因此可
以采取多样的、灵活的服务方式；游客
多是年轻人群，注重旅行的深度、体验
度以及更强的社交属性，这与传统的旅
游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此外，自驾游
行前、行中、行后的各个环节都要求提
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每个环节都存在
着很大的发展潜力。
“自驾游行业的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同时自驾游
尚未被 OTA（在线旅行社）掌控，对于投资
者而言也是极具吸引力的。”贺燕青说。

产品端来看，在消费升级的驱动下，传
统的‘机+酒+门票’的模式难与自驾游
客的需求相匹配，服务商在制定线路、
打包产品方面需要很强的专业性，同时
需要在自驾出行过程中提供非标准化服
务 ， 因 此 对 并 不 擅 长 于 此 的 传 统 OTA
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市场完全消化。”
杨春虎则指出，自驾游本质上是一
种旅游的方式，要想持久发展，最关键
的还是旅游产品。倘若一味只追求自驾
的形式，而没有好的产品作保障，那么
就只是从原本的大巴观光游变成自驾观
光游而已。
中国旅游研究院昆明分院副院长蒙
睿表示，自驾游产业的发展需要自驾游
友好度，包括道路的友好、信息的友
好、环境的友好以及市场的友好。没有
了这些友好，游客就不可能来。
上图：自驾游。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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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底，北京市民梁倩和爱人一起从
云南昆明出发，前往香格里拉，一路造
访了大理的云南驿、尼汝村、丽江的九
色玫瑰小镇、泸沽湖等地。“这些地方大
多只有自驾才能抵达，并且少为人知。”
梁倩介绍，他们到访的尼汝村是一个几
乎与世隔绝、被时光湮没的古村落，位
于世所公认的香格里拉秘境里，被称作
秘境中的秘境。梁倩在朋友圈中这样写
道：去泸沽湖，大多数人都是转道丽江
或四川，而我们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
路，经香格里拉，行程 300 多公里，途中
需翻越无数座高山，并多次七拐八拐近
乎直角的弯道后，才能抵达。
自 2003 年至今，每年梁倩都会和家
人自驾游，已走过国内许多地方。“最吸
引我的地方是藏区，尤其是川西和西
藏。”梁倩已经深深爱上这种旅行方式，
“我最深刻的感受是，风景一直在路上，
并不是终点。这种感觉只有自驾才能真
切地体会到。”
如今，像梁倩这样热爱自驾游的人
越来越多，每逢节假日，高速公路、国
道上的滚滚车流便是明证。自驾游成为
近年来中国游客最愿意尝试的旅游方式
之一。“人们可以自己驾车完成从惯常环
境到非惯常环境的转化，可以最大限度
地打破团队旅游的时间约束，随时随地
享受美丽的风景和异地的生活，更可以
获得风一样自由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
说，我们倡导自驾游，就是在倡导一种
自由的生活方式。”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这样说。
大规模游客的高频次出游，为市场
贡献了丰富的自驾游大数据，“最美自驾
公路”“最受欢迎自驾线路”“十佳自驾
游目的地”等榜单、自驾游相关报告纷
纷出炉，为自驾游市场进一步“加温”。

游发展中存在的短板，贺燕青指出，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加强，我国高速
公路虽可媲美发达国家，但沿途仍缺少
服务型商户，旅游消费难以均匀分布在
出游过程中。针对自驾游客的公共设施
建设略显不足，停车难、餐饮消费供不
应求的情况普遍存在。此外，自驾游在
传统旅游服务的基础上叠加了对于车的
服务，无论是落地租车还是自驾的方
式，车险、维修、救援等配套服务至关
重要，专业的领队服务、无线通讯设备
以及就近的医疗救援等安全保障不可或
缺。我国自驾游行业在配套服务体系的
构建上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一方面需
要汽车产业对汽车自身性能进行升级，
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有专业的服务公司对
自驾游的问题进行及时排查与解决。
贺燕青还指出，自驾游产品的碎片
化程度高，因而难形成规模化盈利。“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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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式增长的前夜

眼下正是山东省枣庄市山
亭区店子镇 6.8 万亩长红枣的盛
花期，枣花香气袭人，引得来
自亚非欧 13 个国家 60 多名“洋
游 客 ” 纷 纷 闻 香 而 来 ，“ 洋 游
客”在枣园内驻足流连，有的
在枣树前拍照留念，有的品尝
枣花蜜制品，怡然自得。
来自阿塞拜疆的游客库姆
里高兴地说：“我们是通过微信
图片群知道这里的枣花的。来
了一看，哇，真是美呆了，景
色美，拍出的照片也是棒棒
哒！我们回去后一定好好宣传
中国的枣花，让更多的阿塞拜
疆人来这里观赏美景。”
“洋游客”刚走进店子镇万
亩长红枣景区，就被路边一眼
望不到边的枣花迷住了，“没想
到枣树还能开花？”“枣花原来
这么美、这么香！”“真是太壮
观 了 ， 仿 佛 置 身 花 的 海
洋！”……“洋游客”们纷纷驻
足观赏，并掏出手机、相机尽
情地拍摄。
来自南非、肯尼亚、尼日
利亚、坦桑尼亚、加纳、多
哥、贝宁、尼日尔等国家的非
洲朋友，面对漫山遍野的枣花
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他们不仅
欣赏美丽的枣花，还向当地枣
农了解长红枣的种植技术和文
化历史，还有 7 位非洲朋友在枣
园内情不自禁地跳起非洲舞蹈。
枣庄因枣得名，枣树还被选为枣庄市的市树。据史
料记载，店子镇长红枣栽培有 5000年历史。《诗经》 中的
“八月剥枣”是店子镇长红枣栽培的最早记录，宋朝著名
女词人李清照撰写的 《打枣谱》 内，就有对店子镇长红枣
的叙述，明万历十三年 《滕县志》 记载“枣梨东山随地种
植，山地之民千树枣，土人购之，转售江南。
”
近年来，为了让来枣园观光、旅游的游客更深
入地了解长红枣文化内涵，店子镇在长红枣采摘园
东侧，建成了占地 1000 余平方米的全省首家长红枣
文化博览中心；为提升长红枣园的旅游内涵，还建
设了旅游景点和服务设施，发掘整理枣树王、百枣
园、千年古枣树保护群等自然生态景点 200 余处，使
店子镇枣园真正形成了“春有枣枝似虬龙，夏有枣
花沁脾香，秋有枣果似玛瑙，冬有枣林韵无穷”的
四季独特景象。
上图：“洋游客”在枣园内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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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想尝试的旅游方式

枣花飘香引来﹃洋游客﹄

6 月 1 日，中国桂林—越南下龙黄金旅游
线跨国自驾游正式开通。当日，中方 48 辆自
驾车驶过中越友谊大桥，开始为期 5 天的中越
自驾游；越方 18 辆车通过东兴口岸，前往广
西自驾游。中国广西桂林与“海上桂林”越南
下龙湾之间，从此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中国
游客出境游有了一个新选择。另据消息，下
半年广西凭祥和越南谅山省的自驾游路线有
望开通，明年，两条自驾游路线将连成一个
环，游客将可自驾到越南更多的景点观光。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在乎的不是目的
地，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近年来，自驾游因其行程灵活、自主性强等
特点，日益受到人们青睐，被视为旅游业的
一大风口，成为各地、旅游景区、旅游企业
主推的项目之一。

内蒙古草原旅游：

看流动的风景乌兰牧骑
束

贵州锦屏：

木排号子再现“江湖”
一直以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都有
依靠得天独厚的水上运输优势放运木排的传统。上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森林资源保护力度的加大和清水江流域水电
的开发，放木排的场景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日前，具有 500 多年历史的锦屏“木排号子”在锦屏县
三江镇龙啦村再现。放排汉子们忙着扎木排、放木下水，
向人们演示古老的扎木排技艺，讲述清水江的木商文化，
让人们了解江上放排这段当地特色的历史。
王瑞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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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了，海内外游客纷纷走进广阔无垠的
内蒙古大草原避暑。人们在策马、赏景之余，还
可以欣赏到这样一副充满民族风情的画面：身着
蒙古族服装的乌兰牧骑队员，向农牧民和游客们
展示呼麦、长调、舞蹈等别具特色的节目，演到
热烈处，观众与演员一起载歌载舞，一片欢声笑
语。
乌兰牧骑，蒙语原意为“红色的嫩芽”，后被
人们引申为红色文化工作者，是活跃在草原农舍
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团体。1957 年，第一支乌兰
牧骑诞生于内蒙古苏尼特草原。当时，演员包括
机关工作人员、牧民等共 9 人，配备了两辆勒勒
车与四件乐器。队员们一专多能，吹、拉、弹、
唱、跳无所不会，为农牧民送去贴近生活、精彩
多样的文艺节目，深受牧民喜爱。乌兰牧骑队员
们大多是草原儿女，与农牧民们有着分不开、扯
不断的深厚情谊。
日前，在内蒙古草原文化保护发展基金会主
办的中国·第二十届草原文化百家论坛分论坛“永
远的乌兰牧骑”上，知名歌唱家、第一代乌兰牧
骑队员金花回忆：“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不管走到
哪里，我们所有演员都得背着道具和行李步行。
下乡演出时没有电灯，我们就用铁丝、棉花、柴
油等材料制作‘土电灯’。虫子趋光，有时唱着唱
着，虫子就飞进了我们嘴里，表演不能停，吐了
继续唱。柴油燃烧后冒的烟把脸熏得黑乎乎的，
演出结束后，我们看着对方不由得捧腹大笑。”
乌兰牧骑队员秉承着“不丢下一个蒙古包”
发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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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
队员为牧民表演
文艺节目。
邓 华摄

左图：乌审
旗乌兰牧骑表
演。
李璐颖摄

的原则，深入基层，坚持不懈为人民服务，不仅
在舞台上表演精彩的节目，走下舞台还会帮助农
牧民修理电器、干农活，被蒙古族老乡们亲切地
称为“玛奈 （我们的） 乌兰牧骑”。
据参加论坛的专家介绍，60 多年来，这支红色
轻骑兵始终保持着优良的作风，长期跋涉于戈壁和
草原，累计行程 110 多万公里，为草原人民带去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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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乐戏剧等各类演出 30 余万场，各民族观众达 2.12
亿人次。同时，他们与时俱进，创新内容表现形式，
制作出《阿尔山》
《石榴红了》等优秀文艺作品，还赴
外地演出交流，走上国际大舞台。
乌兰牧骑的队员们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乌
兰牧骑扎根基层、面向群众的初心不变，不畏艰
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始终不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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