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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冬季，强冷空气频频来袭，全国多地持续
低温。许多游客尤其是老人和孩子，选择南下寻找
温暖。避寒游迅速升温，成为冬季游的热门主题。

“温泉+”受青睐

泡温泉一直是深受人们喜爱的冬季游玩项
目。冬天泡温泉能缓解疲劳、释放压力，既休闲
又养生。伴随着温度的一路走低，热腾腾的温泉
之旅成为很多人冬日休闲放松的首选。天气越
冷，温泉游就变得越热。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
2018 年 12 月上旬温泉产品搜索量相比 11 月同期上
涨超过 360%，众多温泉游产品进入持续火爆期，
预订出游人次明显上升，上升趋势预计将一直持
续至 2019 年 3 月。“90 后”游客对温泉游的关注
度提升明显，与去年同期相比，预订出游人次同
比增长 10%。

江苏、广州、北京、浙江、海南、安徽、云
南、四川、吉林、辽宁等地的温泉游人气火爆，
江苏汤山温泉、海南凤凰岛温泉、安徽黄山温
泉、广东珠海御温泉、云南腾冲温泉、吉林省长
白山温泉、西藏羊八井温泉等知名度较高的温泉
景区，普遍受到游客青睐。

温泉+冰雪、温泉+景点、温泉+大型游乐
场、温泉+酒店等“温泉+”的新玩法颇受游客
喜爱，“温泉+”的旅游模式逐渐成为人们冬季休
闲的主流。途牛旅游网相关负责人介绍，温泉游
消费正逐步升级，温泉品质以及相关的配套设
置，如酒店、美食等尤其受到关注。驴妈妈旅游
网品牌发展部负责人李秋妍说，当前不少温泉景
区已从单一的温泉景区转变为综合的度假景区。
游客不仅可以泡温泉，还可参加其他娱乐活动。

各地温泉游突出当地特色，以吸引游客。马蜂
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介绍，广东温泉资源丰
富，一直是温泉旅游大省，近年来，广东各地不断
推出温泉旅游节，将温泉养生打造成广东旅游的一
大特色。陕西、江苏的温泉大多历史悠久，如唐代
著名的华清池，南朝梁代皇家御用的汤山，均以丰
富的文化底蕴受到游客的青睐。

海岛海滨游受欢迎

在元旦假期，一些游客选择出国去海岛度假过
冬。“很喜欢碧海蓝天，所以跟男友每人花了6000元，
报了 2人单独成团的巴厘岛私家团。”一名在网上下
单出游的徐小姐说。携程旅行网统计显示，2018 年
12月以来，以“海岛”为关键词的度假线路搜索量，环
比增长超过60%以上。中国游客人均花费3000元至
1万元远赴国内外几十个海岛度假。

海岛游一直都是冬季游的热门。海岛拥有阳
光、沙滩、酒店等，可以“一站式”满足游客的休
闲度假需求，又避免了观光游的舟车劳顿，日益受
到游客欢迎。四季如春、空气清新的东南亚、南太
平洋、非洲海岛预订火爆。此外，受2019年中国—
太平洋岛国旅游年的影响，斐济、大溪地等南太平
洋海岛目的地的热度也在持续提升。

携程旅行网出境游负责人表示，目前短线的海
岛产品销量非常火爆，预计到 2019年 1月中旬就会
售完。随着春节的临近，部分产品价格也将有大幅
上涨，增长幅度可能会达到 30%-100%。携程旅游
还发布了元旦春节“说走就走”的热门海岛名单。
目前已经有十多个热门境外海岛，中国游客可以免
签或者落地签方式进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改变，
“候鸟式”旅游已成当下新兴的旅游方式。冬季旅游
“候鸟”人群以老年人为主。每到冬季，他们纷纷“飞”
到气候温暖的海边，以躲避寒冷的冬季。中国南方海
滨城市成为“候鸟团”的首选。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
示，从去年 11 月初开始，厦门、三亚、广州、珠海、海
口、桂林等地，成为银发一族的热门出游地。

旅游需要温暖

“避寒游”不仅是人们取暖的需要，更是一种
精神享受。海南三亚等避寒旅游目的地深受广大
游客欢迎，但一些“高价宰客”“质次价高”等
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乱象也时有发生，困扰着旅
游行业和消费者。游客原本满怀期待的“避寒

游”，不要因混乱失序的旅游市场而失去温暖，
变成寒心之旅。

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游研究
所所长刘思敏说，在中国游客出境游越来越方便
的情况下，气候温暖的东南亚竞争力很强，如果
国内避寒游目的地不能提高服务品质，令游客暖
心贴心，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宰客的话，就不可
能长期保持客源。

如何让避寒旅游既暖身又暖心，是摆在旅游
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和游客三方面前的问题。中
青旅遨游网首席品牌官徐晓磊说，对旅游管理部
门来说，既要做负面管理，对游客反映意见较
多、较集中的问题，第一时间响应处理，让游客
感受到被呵护、被重视；同时也要做好正面引
导，对本地特色产品和服务要做到明码标价，引
入最高限价、最低服务门槛等标准化、精细化要
求。近年来，一些地方旅游管理部门，甚至对蛋
炒饭加多少蛋、牛肉面肉片不少于几片等细节做
出要求。旅游企业在产品研发和销售价格等方
面，要做到诚信自律，杜绝故意以质次价高或不
合理低价招徕游客，附加捆绑销售等行为。对消
费者而言，要掌握一定的市场知识，明白优质优
价的道理，选择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不要贪占
小便宜，对明显低价的行为保持警惕。

诚信经营、优质服务是旅游目的地长远发展
的根基。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向记
者表示，要根基牢靠，需多方努力，既包括政府
对市场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行业组织对相关标准
的推行，旅游企业对商业规则和伦理的坚守，也
包括媒体的积极引导以及游客的理性选择。海南
志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三亚又是其中重中
之重，保证冬季旅游暖身又暖心，是检验其旅游
综合协调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方面。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避寒游不同于
观光旅游，往往是中长期的度假生活方式，这就
需要当地的生活环境做支撑，不仅要有景点，还
要有商业环境和公共服务。以三亚为例，如果要
防止欺客宰客，短期内可以通过旅游警察等方式
保护游客权益，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形成一个开
放的主客共享的目的地体系，才会从根本上提高
服务品质。

200 万年前的张家口泥河湾古人类的遗
址，是河北远古文化的“天然博物馆”。5万
年前的迁安爪村旧石器时代遗址震撼着河
北。一边发掘一边开放的保定东釜山远古文
化遗址，与泥河湾和爪村串联成庞大的远古
文化旅游连接链，形成了地域相望、覆盖京
津冀的“三角矩阵”，不仅使远古历史文化找
到了新市场，获得了新发展，也为全域旅游
发展增添了新内涵。

在张家口，河北旅游观察员曲直介绍
说，向纵深发掘张家口泥河湾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古人类活动
遗址的文化价值，让河北旅游部门及考古学
者忙了好一阵子。2013 年，河北正式启动东
方人类探源工程——泥河湾人类起源、地质
及环境背景研究项目，编制了 《泥河湾遗址
群保护总体规划 （纲要）》，在顺利通过国家
文物局专家评审论证后，入围国家“百项大
遗址”保护规划。

考察发现，泥河湾以其约200万年的人类
历史、世界罕见的160多处旧石器遗址、连绵
不断的历史文化和国内外考古专家公认的第
四纪标准地层，是世界级人类文化宝库，被
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在泥河湾我们看
到，当地旅游部门本着保护与发掘并举、边
发掘边开放、边发掘历史边提炼文化的原
则，成功打造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旧石器专
题博物馆”“温泉生态城”等项目，开通了
北京—泥河湾—大同云岗—五台山、北京—
涿鹿三祖文化—泥河湾等精品文化旅游线
路，热动了京津冀休闲旅游产业带，为全力
打造集寻祖溯源、科普科研、旅游观光于一
体的特色文化品牌创造了条件。

天津游客蔡啸说：“游泥河湾不仅是寻找‘复古’的感觉，更是在领
略源远流长的文化。泥河湾有了独特的文化品味，才聚来了人气。”

在迁安，旅游委办公室主任何爱军说，发掘远古文化，点亮了
迁安旅游业又一盏灯，特别是为打造先人文化丰碑和黄帝文化金字
招牌而修建的轩辕阁，已成为迁安文化新地标，让游客了解华夏族
群形成的历史渊源。

迁安在发掘5万年前古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美丽传说的同
时，从旧石器时代切入，串起了以爪村遗址为代表的 7 处旧石器遗
址、以安新庄遗址为代表的18处新石器遗址和42处夏商周遗址，聚
集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形成了文化旅游的新亮点。

唐山游客李金鹏说，“一处处历史遗迹，一处处人文景观，让游
人在深切地感受昔日迁安这片土地创造过的人间奇迹和演绎出的神
话般故事的同时，看到了远古文化对当下发展旅游带来的价值。”

本报电（记者赵 珊）中国旅
游研究院与联通大数据有限公司
近日在京联合发布了《“智游广州
文化名城”旅游大数据报告》。双
方基于联通运营商海量数据，选
取了广州有代表性的22个景点，
从旅游类、文化旅游类、文化类三
类景点进行了客流量、游客画像、
客流来源、停留时长、游客轨迹等
综合大数据分析，深度解析广州
城市的文化旅游特色，助力广州
旅游发展。

广州作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和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旅游综合
竞争力一直稳居全国前列，其悠
久的历史文化深深根植于广州的
城市脉络中，与广州经济发展一
脉相承，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
游客。广州最受游客欢迎景点是
广州塔、白云山风景名胜区、长

隆 欢 乐 世 界 。 2018 年 1-11 月
份，广州旅游接待总人数1.97亿
人次，同比增长 9.51%，广州旅
游总收入 3379.84 亿元，同比增
长10.79%。

广州的文化类景点涵盖主题
文化、红色文化、艺术文化等多种
文化。越秀公园自然风景优美，
保存了众多历史文物和遗迹，上
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吸引了众多
游客，荣获最受欢迎“文化旅游
类”景点。粤剧艺术博物馆凭借
粤剧这一世界级非遗项目的中国
戏种，依托广州独特的文化根脉
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化类”景点。
报告分析，文旅融合路线市场接
受度更高，得到游客的喜爱。而
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应整合优
化，为文化类景点注入更多舒适
的游玩体验，提升游客游玩兴趣。

本报电 （李 壮） 由河北省
廊坊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
廊坊温泉旅游节近日启动。多家
温泉景区和景点推出大幅度的打
折优惠政策，吸引海内外游客。

廊坊蕴藏着丰富优质的地热
温泉资源，南北分布着240多平
方公里的优质温泉带。温泉是廊
坊重要的旅游资源。永清、固
安、霸州是知名的温泉之乡。目
前，廊坊积极优化旅游产品供
给，已开发出霸州茗汤、日月

潭、玫瑰庄园、固安建国温泉酒
店、来康郡、华御、永清林栖
谷、天圆山庄、大厂京东等多个
温泉养生旅游产品。游客在尽享
泡汤之余，可游览白塔寺、宋辽
古战道等名胜古迹，触摸历史痕
迹；还可到枫林庄园、盛世农合
品味田园生活的悠闲安逸，到李
少春大剧院、中华戏曲大观园，
感受梨园世界的风雅之美……丰
富的廊坊冬季旅游将为游客带来
充实、惬意的休闲旅程。

2018年 12月 28日，江西明月千古
情景区在宜春开园迎客，大型歌舞《明
月千古情》在景区首演，成为江西文化
旅游的新亮点。

“莫道宜春远，江山多胜游。”宜春
人文积淀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明月山
像一名深闺女子，山灵水秀，拥有月亮

文化、温泉文化、农耕文化等，先后荣获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5A级景区、世
界温泉健康名镇等30余项国际国内品
牌，每年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为实现创新发展，明月山引进宋
城演艺，双方联合打造明月千古情项
目，当地特色文化和旅游在这里碰撞，

传统和时尚在这里交融。明月千古情
景区向国内外游客展现了宜春文化旅
游的魅力，丰富了明月山旅游产品，助
推了明月山旅游转型升级，为宜春旅
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增添新元素，并推
动江西全域旅游的发展。

大型歌舞 《明月千古情》 浓缩了

江西的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燃烧
吧，瓷器》《明月皇后》《嫦娥奔月》

《魅力江西》《十送红军》《有情人终
成眷属》 等内容选取了江西文化中最
闪光的片段，用时尚的现代舞展现传
统的青瓷文化，用充满创新的手段让
传统文化与时尚激情碰撞，传递现代
江西的热情似火。演出里有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祥和安宁，有神话传说的
动人爱情，也有革命老区世代传唱的
红色记忆。在一小时的演出里，300
多位演职人员、上万套舞台机械、上
天入地的空间创意，为观众带来 360
度的视听享受，让观众充分领略江西
文化的魅力。

“千古情”系列演艺作品每年演出
8000多场、每年接待3500多万名观众；
演出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舞、杂
技、高科技、舞台机械……利用各种艺
术和科技手段突破传统空间与感觉的
界限，呈现出诗画般令人目眩神迷的
美学感受。“千古情”在国内外游客眼
里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场演出，而是一
个个城市的文化灵魂。宋城演艺除了
在杭州、三亚、丽江、九寨、桂林等国内
一线旅游目的地上演“千古情”，还把
市场拓展到澳大利亚，创下世界演艺
市场的五个“第一”：剧院数第一、座位
数第一、年演出场次第一、年观众人次
第一、年演出利润第一。20多年来，宋
城演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之路。
题图为歌舞《明月千古情》演出剧照

宋城演艺供图

廊坊发力温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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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解析广州旅游

避寒游 暖身更要暖心
本报记者 赵 珊

避寒游 暖身更要暖心
本报记者 赵 珊

《明月千古情》舞动江西宜春
宋 文

《明月千古情》舞动江西宜春
宋 文

泥河湾古人类遗址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供图

冬日里小朋友在海南三亚大东海戏水玩耍。
陈文武摄 （人民图片）

冬日里游客在海南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游览。陈文武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