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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爱人和我算了一下，从2011
年我进入公司欧洲部到现在，每年春节
都在外带团。今年1月26日走，2月8
日才回来。”从事导游二十年的众信旅
游欧洲部金牌领队高广晟告诉笔者。

谈到春节，高广晟说：“其实咱跟
客人在一起的时候嘻嘻哈哈，但只要
自己一个人回到房间，就容易想家。
尤其春节期间，团里都是一家人出
游。但我能说服自己，这就是我的工
作。春节前后，欧洲部一天差不多有
十个团出去。有超过百分之七八十的
导游都会在境外过年。”

“要说辛苦，每个岗位都很辛苦，
但我热爱这份工作。最心酸的就是孩
子打来电话问过年好的时候，我觉得
没能跟家人在一起过年，对不起孩
子。”高广晟说。

高广晟开始带欧洲团的时候，儿
子猪猪刚3岁。猪猪说：“每年我都是
和妈妈、姥姥一起过年。爸爸工作很
忙，几乎没有办法跟我一块玩。去年
春节，爸爸在威尼斯，我给爸爸发了微
信，报告了家里的情况，嘱咐爸爸在外
面注意安全。”高广晟说：“像春节这种
节日里，要带的团特别多，我一直都在

带团。在猪猪小时候，我一回家，他马
上就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走。我听了
心里挺难受的。”

高广晟告诉笔者：“春节的旅游团
跟平时的团区别挺大的，春节期间绝
大多数都是全家老少一起出行，上有
七八十的老人，下有几岁的孩子。相
对来讲比平时难带一些。在境外遇到
客人生病或发生意外等情况十分常
见，需要领队随机应变，迅速处理，需
要耐心细心应对，不过这些都算不上
辛苦，只要看到客人满意而归就是我
最大的满足”。

在境外，除了公司组织的新年活
动，高广晟每年都会自己组织客人“过
年”。“那个时候我经常会跟客人开玩
笑，我说这个时候我就不是导游了，咱
们就是家人，一起过个中国年。”

“北京和欧洲有较长的时差，国内
晚上看春晚的时候，那边差不多下午
1点。但是我会随时关注国内过节的
动态，正常的行程和活动结束之后，再
召集大家去过年。到了除夕、初一的
时候也会安排一些中国传统的过年仪
式，给小孩和老人准备红包，送新年礼
物，让他们开开心心的过年。”

“您好，欢迎致电携程”，自 2019 年元旦开始，
张腾腾每天要说大约120次这样的问候语。

张腾腾是携程旅行网国内机票预订部的一名
客服人员，接听客户的需求电话，解答和解决客户
在预订机票以及出行期间遇到的各种问题，是她
每天的工作内容。元旦以后，客户就开始为春节
的出行和出游预订机票。张腾腾和同事们的工作
量比平时增加了1/3。

春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和家人团圆的时
刻，而对于张腾腾来说，今年春节又将在工作岗位

上度过。她将工作到大年初六，等到初七大家都
返回工作岗位时，才能踏上回家的旅程。

无法在家里吃年夜饭，却通过自己的服务保证
数以千计的旅客顺利归家，张腾腾已习惯这样的默
默坚守。去年除夕当天，她接到了一位旅客的求助
电话。这位旅客预订了除夕的机票，航班却因天气
原因调整到大年初一，旅客着急不已。张腾腾首先
安抚了旅客的情绪，表示自己会尽全力帮他解决问
题，接着查阅了各种出行方案和航班信息，最终帮
旅客预订了另一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在协助旅客按
照原定时间回家的同时，还为其最大程度节约了预
算。“看到旅客顺利回家吃上年夜饭，我和他们一样
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张腾腾说。

“春节期间旅客出行受阻时，往往特别着急。
作为客服，我们对旅客的心情感同身受，要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从专业的角度帮他们解决问题。”连
续几年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让张腾腾有了应对
春节期间客户来电的经验和技巧。在她看来，耐
心、细心、同理心缺一不可。她说：“耐心就是一定
要明确了解客户的需求。细心指对客户进行全
面、细致的回复。同理心则要求我们站在客户的
角度上为他们着想，体会他们的心情。”

“每一位回家路上的旅客都顺利、安全地抵达就
是我们过年期间最大的心愿。我们会为每一位旅客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成为他们回家路上和旅行途中
强有力的后援部队。”张腾腾认真地说。

暂短的采访后，张腾腾又回到工作岗位，连通
一个又一个归家途中或出游路上的旅客，帮他们
分担思乡的急切，与他们共享团圆的喜悦。

闸口验票处，是每一位到
北京欢乐谷的游客“欢乐之旅”
的开始。游客们满怀期待地入
园，迎接他们的是面带笑容的
闸口区工作人员。游客进园时
间只有几十秒钟，但这却是闸
口工作人员最繁忙最紧张的几
十秒钟。他们是欢乐谷的“把
关人”，确保欢乐谷的秩序，又
为游客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强康是一名北京欢乐谷闸
口区验票员。笔者见到他时，他
刚从欢乐谷剧院的繁忙工作中抽
空跑出来接受采访。

冬季本是欢乐谷的淡季，
而春节期间，欢乐谷会有特色
的表演、巡演活动等，每天的游
客人数能达到旺季的人数。

“春节期间虽然人多，但我
们也不觉得累，习惯了”谈到春
节期间的工作感受时，强康说，

“记得2016年春节，带团的导游
给我们欢乐谷的工作人员每个
人送上一份祝福。当听到他们
说‘新年快乐’时，我感觉心里暖
暖的。同是旅游行业的人，大家
相互理解，我感觉很开心，即使
不回家，也不觉得孤单了。”

“ 工 作 中 有 不 少 喜 怒 哀

乐。有时候游客不懂游园规
则，因为一些误会，对我们工作
人员态度不好，甚至是对我们
动手。但作为服务行业的人，
要懂得换位思考。假如我们去
一个新的地方旅游，也是对一
切都懵懂无知。这么一想，我
们就理解游客了”强康说。

“有一些持欢乐谷年卡的
游客，他们会经常来欢乐谷。
看到家长抱着孩子，让孩子对
我说一声‘叔叔新年快乐！’我
心里很高兴，能够感觉到游客
带来的温暖。”强康动容地说。

来欢乐谷近7年，强康只有
一次春节期间回过家。强康对
笔者说，春节期间，正是游客们
出游的高峰期，也正是自己忙
碌的时候。只有大年三十的晚
上，他会跟同事们一起出去吃
个饭，这就算是过年了。

今年的春节，强康又因为工
作而不能回家了。“在这里 7 年
了，景区就是我的第二个家，跟
在这里工作的兄弟姐妹们一起
过年，也很开心。我的家人也理
解、支持我。”强康说，坚守在旅
游一线为游客带来欢乐，再辛
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快乐出行的背后，是他们辛勤繁忙的付出

旅游人是春节靓丽的风景
编者按：旅游如今已成为人们的“新年俗”。据预测，今年

春节假期将有超过4亿人次出游。为了给游客的出行和游玩提

供更好的服务，旅游行业的一线工作者在节假日更加繁忙，

他们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众信旅游欧洲部领队高广晟：

年年带团海外过年
高 瑞

本报电（杨明华）近五年来，湖南省新化县共接待
国内外旅游者5979.82万人次，平均增速23.15%，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428.23亿元，平均增速24.98%。

新化县充分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提出“旅游
立县”战略，促进“全业融合”，突出旅游龙头地
位，创新“旅游+”发展路径，把全域旅游与精准扶
贫、农业产业开发、农民就业增收等有机结合起
来，因地制宜打造形式多样的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凸显了旅游富民强县的效应。从事旅游行业已成为
景区及周边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

贡生村是新化县洋溪镇最偏远的国家级贫困村。
当地乡村旅游企业与贫困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
动贫困户脱贫。现在，贡生村建立油茶基地、蔬菜种植
基地、西瓜种植基地、果园基地，观光农业有声有色,初
步发展了产业经济，成功组建了4家农业合作社，并实
现村集体经济收入3万余元。2018年底，该村28户127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5.12%。

携程网机票客服张腾腾:

坚守为了他人团圆
刘 畅

携程网机票客服张腾腾:

坚守为了他人团圆
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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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新化旅游扶贫成效凸显湖南新化旅游扶贫成效凸显

坐在自家的书房里，我喜欢像油灯一样的灯光。
在这样柔和的灯光下，我看着乌鲁木齐21时以后的夜
晚。你会看见那些绒绒的像鹅毛或是羊毛一样的雪
花纷纷扬扬飘着，生怕磕碰着冬日里冻僵了的大地。
我推开窗户，吸了一口凉气，不觉冷，很爽。有一些雪
花会飘进窗户，会落在我的脸颊上，顺着我的脸颊缓
缓地流淌，不忍心将这一片片的雪花抹掉，直到流进
我的嘴巴里，爽爽的，甜甜的……

坐在油灯一样的光里，我心中生长出怀念，禁不住
涌满了丝丝缕缕的牵挂，热切的目光里闪烁着爱与思念
的泪水，那是渴望获得快乐的泪水，即使会有些许悲伤，
也能感受到那一滴打在心房的泪是我最大的慰藉。

从冬至到元旦，我一直在乌鲁木齐，雪花一直在
飘。天山南北辽阔的新疆大地上，到处都洋溢着年的
气息。我真的很想回故乡看看，但又怕离开时道一声

“珍重”。那样的话，我会潸然泪下。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会时时刻刻把故乡装进心田，怀揣着故乡，一天一天
地想，一月一月地念，一年一年守望着，一辈子祝福着。

如果我把故乡当作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的话，我
是不是就应该披挂着白雪皑皑为雪而沉寂呢？从河
西走廊出发，我走过了54年。我凝视那盘旋飞舞的雪
花，是那么干净、明亮。我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度过
了54个春秋，只想写个小说，写篇散文，到现在都没能
写出来，也只能写诗。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
的祖国和人民。

我的目光盯着正在飘落的雪。我穿过飘落的雪，
穿过故乡河西走廊，从人群中穿过，穿过冷漠而熟悉
的人，穿过陌生而热情的人，脸颊上有汗水，有泪水，
有长了记性后的微笑。我坐在自家的书房里，从漫天
飞舞飘落的雪花里看见雪，看见春光，每一片雪花都
是生动的春华。迢望远处，远一点是博格达雪峰。我
有对平安与快乐的祝福，有对无限春光的希冀，有对
攀登文艺高峰的信念。倚着窗户，望着辽阔的天，我
看见你站在油灯一样的光里望着我，我能闻到你身上
散发的菊香。现在我在你的注视下写诗，写《雪花飘，
菊香飘》，所有写下的文字里就有雪花的韵律，就有菊
香的韵味。

今夜，掐指一算，离过年不远了。我还要继续在雪

花中赶路，很迫切，因为快要过年了。你瞧，今夜的月亮
是上弦的月，过个几日便下弦月了。依我看，我们无需
期许月圆月缺。我仍然看见油灯一样的光下，那橘色的
菊花，一瓣一瓣的菊花，盛开着，气味芳香。别把脚步声
弄得太大，可以踮着脚尖走在雪地上，别去惊扰那一片
雪花，或者，就让那片长得像绒毛的雪花将春天唤醒。

我在北方的冰天雪地上，在祖国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中，有一个美丽而又诗意的梦。我希望自己能够为
了精神的富裕，以虔诚的纯真的文字书写新时代崭新
的精神风貌，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汲取养分，捧出金
灿灿的果实。那是一个诗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一颗赤
子之心，一种深挚的人文情怀，一种永不忘怀，永不割
舍的家国情怀。

现在，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在路上听见悠扬的
唢呐声，那吹出的第一声，就能震天动地，那些音
符在雪花中，仿佛被雪花的魔力给迷住了。我在今
夜的大雪天，穿过河西走廊故乡。你知道我走的不
会太远，因为视野还不够宽大，或者，不管走了多
远，会觉着雪中的世界有些孤单，会在孤单中觉出
寂静，会在寂静中感受孤独，会觉着雪中的世界在
不断加厚增长，会在继续行走的脚步声中叩问：一
片雪花从天上飘下，需要多长时间，一粒雪花在大
地上融化需要几个春天。所以，我想到处走走，看
一看，把整个世界都瞧一瞧，听着这个世界的声
音，看着这个世界的色彩，在一片片的雪花里闻见
菊香的味道，在新年朗朗的笑声里，在爆竹声里，
在闪烁的泪花里，期待春回大地，看见鲜花绽放，
在千百年的从未改变的时辰数着 10秒下的钟声，迎
接荣耀的中国节日——春节。

雪花飘 迎春来
辛 铭

新疆天山天池冬景 来自网络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了《中国旅游经济蓝皮
书》 暨 《中国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 2018》，中国旅游
经济继续保持高于GDP增速的较快增长。2018年中国
国内游客达55.4亿人次，同比增长10.76%；入出境游
客2.9亿人次，同比增长7.4%。

2018 年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开局之年。旅
游业发展的政策和市场环境继续优化，假日旅游消
费成为新民俗，红色旅游实现较快发展。游客在旅
游过程中的文化参与性大幅增长。旅游产业创新更
加活跃。美好生活日益成为优质旅游发展和产业创
新的现实动能，旅游品质化消费诉求带动企业产品
研发和业态创新。

冰雪旅游、避暑旅游、博物旅行、研学旅游、婚
尚旅游、极地旅游等分众市场不断涌现。定制旅游快
速增长并进入成熟期，个性化、品质化的旅游消费需

求稳步增加，美食、美宿成为出游动机。
旅游服务质量稳中有升。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决

定了对旅游服务品质有了更高的期待。旅游服务质量
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游客对旅游服务质量的综合评
价指数为 77.91，同比增长 2.5%。其中，国内旅游和
出境旅游服务质量保持平稳上升趋势，同比分别增长
了4.2%和2.3%。

综合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旅游业发展态势，2019年
中国旅游经济将总体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据中国旅
游研究院预测，今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达 60.6 亿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 5.6 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9.5%和
10%。入境旅游人数将达 1.43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
1296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1%和 2%。国内居民出
境旅游人数约 1.6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11%。全年将
实现旅游总收入6.52万亿元，同比增长9.3%。

预测：今年国内游将达60亿人次
本报记者 赵 珊

游客参观西安大唐芙蓉园新春灯会。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携程网机票客服张腾腾在工作岗位。朱玲欢摄

上图为领队高广晟（右一）在卢森堡带团时和团友一起喝热红酒。 众信旅游供图
下图为北京欢乐谷检票员强康（左一）在闸口为游客服务。 刘晓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