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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生活中，女性承担着妻子、
母亲、女儿、职员等多种角色。虽然过
着柴米油盐的日子，女性也要怀揣着诗
与远方，抽出时间去旅游。一个喜欢旅
游的女性，能找回被柴米油盐磨损的灵
气与鲜活。旅游，让女性生活更丰富、
更优雅。旅游，让女人更加热爱生活。

“她”的旅行丰富多彩

“旅游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十几年来我的年假基本上都是用
来旅游的。如果有半年没有出去旅行，
我就会觉得缺点儿什么。”中国联通文旅
行业负责人李玲说。

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女性正在成为
旅游消费市场的主导者。驴妈妈旅游网
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该平台上女性消费
者和男性消费者比例大致为6∶4。女性游
客年平均出游次数超过2次。赏花、温泉、
海岛、亲子、康养、游乐、购物等各种旅游
内容都受到女性游客的欢迎。

李玲告诉记者：“我一般会选择更贴
近自然的旅游，比如在非洲看野生动

物，去欧洲看雪山。我喜欢雪山、草
甸、蓝天、白云那种纯粹的自然之美。”
女性旅游丰富多彩。旅游专栏女作家雁
行江湖说：“我喜欢的旅游方式是自然，
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融入当地人的生
活中，不仅可以欣赏到当地的自然风
景，还能体验人文风情。那些古城古镇
之所以可以保留百年千年，就是因为传
承着古老文化和自然的生活方式。”

社交网络内容也会对女性旅游消费
产生影响。像重庆洪崖洞、长江索道、贵
州梵净山、稻城亚丁、茶卡盐湖等网红景
点，吸引着不少女性游客前去打卡。女性
游客更加偏爱具有“文艺范儿”的目的地，
文化旅游的热度在女性游客中持续不
减。从民俗到美食，一切美好的元素都是
她们的最爱。越来越多的女性游客关注
博物馆及藏品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比如故宫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
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都
深受女性游客的喜爱。

此外，女性游客也乐于“冒险”，挑战
一些难度系数较高的项目，像选择丛林飞
跃、漂流、潜水、跳伞、蹦极等体验性十足
的玩乐项目的女性游客就不断增多。

旅游让“她”更爱生活

旅游，让女性的生活更美丽，让女性
更加热爱生活。雁行江湖对记者说：“喜
欢旅游是因为旅游是一个打开自我走向
内心的过程，在不断的旅游过程中，去接
纳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世界观，内心更开
朗豁达，旅游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
喜欢旅游的女人，肯定喜欢大自然，热爱
生活，对世界有一颗好奇之心，女人只有
走出去，看了更广阔的世界，经历了旅途
中的种种，心胸才会更豁达，喜欢旅行的
女人看起来朝气蓬勃。”

喜欢旅游的女性，她们未必都满身
奢侈品，但全身都散发着优雅的气质，
那是一种由内到外的魅力，是一生都会
与之相伴的神韵。

在旅游女达人刘星看来，旅行就是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去邂逅未知的人与
物，拥抱不一样的风景。从一沙一石中
看到无限的世界，从飞湍鸣涧中听到真
理的声音，从刹那姻缘中感受永恒的未
来，从明月清风中体悟清净的自性。我
们认知的边界就这样一点一点被延展，
被丰富甚至被改变。所以我们会一次次
出发，去寻找，去探索，去发现。

“旅行让我们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尤
其是当下流行带着孩子去旅行。哈佛唯
一一位女校长德鲁福斯特曾说过，孩子
无数次经历陌生的环境后，长大以后就
不会对陌生的环境感到害怕，而且能很
快适应陌生环境。”刘星说。

“这几年带孩子去旅游，希望能通过
这种方式传递给他知识。亲子游是我和
孩子一起去探索世界的一个过程，能够
和孩子共同提升认识世界的过程，我觉

得这比以前自己旅游更有意义。”李玲深
有感触地说。

“她”的旅行受到尊重

旅游，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去探索未
知，旅途中会发生很多突如其来的问题，
旅行让女性学会了更加包容地面对世
界。刘星曾在德国的特里尔与同伴走散，
深夜两点求助，最后一位素不相识的德国
人帮助她挨个询问小镇上的酒店，把刘星
安全送回住宿的地方。“除了热心与友善，
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语言去描述这样的故
事，而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真善美，
自此扎根在我心中。”刘星说。

旅游让女性的生活变得更精彩，女
性旅游也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尊重，应
该有更多适合女性旅游的产品和服务。
驴妈妈品牌发展部负责人李秋妍介绍
说：“如今，女性游客更注重旅游产品
的品质，追求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享受，

愿意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买单。但女性
游客也是最‘谨慎’的群体，她们在旅
行前更会精打细算，做好十足的准备工
作。因此作为旅行社来说，更应该思考
如何整合旅游资源，提升旅游产品和综
合服务能力，关注女性游客的人身安全
与权益问题，做更懂‘她’的旅行。随
着短视频的快速崛起，也为旅行机构研
发打造出更具有特色的女性旅游产品以
及旅游目的地营销提供了更丰富的选题
思路。”

中国旅游研究院黄璜博士说：“在中
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她们要面
对来自工作和家务两方面的压力。她们
的休闲时间往往比男性更少，压力也更
大。旅游和休闲活动能够让她们得到更
好的休息和恢复。“三八”妇女节快到
了，希望社会更加重视女性休息、休假
和旅游的权利，把她们休息、休假和旅
游的权利作为女性总体权利的重要组成
部分来看待。”

旅 游 扮 靓“ 她 ”生 活
本报记者 赵 珊

长沙橘子洲梅园不大，植梅约500多株，是一座小
巧玲珑的梅园。在距梅园不远处，我抬头望去，梅园
似一片飘洒在湘江上的淡淡红云。进入梅园，梅花的
景色令人陶醉，它们红得醇厚，白得清雅，绿得脱
俗。鲜艳的红梅，枝头上尽显娇媚，有的已经绽放，
花瓣舒展饱满，花蕊集于花心，露出细丝，丝枝奶
白，枝尾突起微大，长着微黄的粉儿。

我们款款而行，静静品赏，来到园中央。突然，
我心中感到缺了点什么，问同行的朋友，刚入园时，
我见过白梅绿梅，怎么现在不见了？朋友说，橘子洲
梅园的白梅不多，大都藏在幽静之处。经朋友这么一
说，我举目巡视，啊，不远处的边边上，有几点白
色。我们向着白梅走去，在粉红的梅花海洋之中，偶
见几株白梅，格外夺目……

突然，吹来一阵风，橘子洲梅园如“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粉红的花海下起了纷纷扬扬的梅花雨。我
站在梅树下，沐浴着那沁人心腑的花雨。“下雨了”，
有人喊了一声。老伴拿出雨伞，为我撑伞。“我们要找
地方避雨，还是继续赏梅？”老伴问我。我说：“雨不
大，雨中赏梅，是清雅之事。作为游客的我们，是可
遇不可求。”我们在雨中继续赏梅。长沙的春雨，初时
雨粒有点大，但一阵过后，渐渐变小，飘飘洒洒如细

丝，慢慢地飞落在梅花上。
雨中赏梅，别有一番韵味。虽然刚下过一阵稍大

点的雨，但梅花没有被打坏，现在，毛毛细雨，如春
天的使者，款款洒在盛开的花瓣花蕾上，比黄豆粒大
点的红梅花蕾，如走出闺门的少女，含羞楚楚。春雨
的滋润使它更加迷人，相信近日就会绽开。

雨渐渐停下来，我低头看湘江，只见江上浓雾升
起，缕缕团团，滚滚翻腾。朦朦胧胧的白雾，正向橘
子洲头洇来。由于刚才的雨，很多游人散去，梅园弯
弯曲曲的路径，幽静寂寥，款款而来的江雾，丝丝缕
缕，缠绕着梅园的梅花与游人。梅花株株，梅枝条
条，梅蕾点点，梅瓣朵朵，在雾霭的笼罩下，亦显亦
隐，分外迷人。迷茫的浓雾，使梅园视线有限，十多
米之外，只见人影，不见人身。我融在浓雾里梅海
中，身心受到大自然的沐浴，心旷神怡。我感到好像
喝了一杯陈酒，飘飘然然。难道，这就是梅花醉？

北京，正阳门外，中轴线西，大栅
栏北端的北京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
客。这里既有北京新潮的一面，也有北
京古老的气息，成为网红打卡点。

植根于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的北京
坊以北京劝业场为中心，依托盐业银行
旧址等历史建筑，与八栋各具特色的单
体建筑交相融合，形成一个开放式街
区。街角里藏匿着许多等待发现的巧妙
设计。在这里随性游逛，走走停停间我
感受着艺术与生活的相融。

生活是北京坊的灵魂。在巴洛克式
建筑风格的劝业场，可观赏展览、聆听
音乐会，带给人们集自然美、艺术美、
生活美于一体的审美体验；在无印良品
酒店的露天酒吧中，可一览天安门、故
宫夜景，让人愉悦消遣；在 PAGEONE
书店，沙龙、音乐会、背包客等带给人
们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在北京劝业场的身后，青砖灰瓦
间，是星巴克在北京的一家多重体验式
旗舰店。一到三层的独栋空间分别对应
咖啡、茶与酒，这里就像一个被放大的
客厅空间。我落座一楼，看到铜制的棚
顶倒映在大理石台面上，大厅一角有一
幅用咖啡豆手工黏贴成的壁挂，颜色或
深或浅的咖啡豆构成了宛如太和殿屋顶
和朵朵祥云，香气四散。窗外，是著名
的老北京老字号——谦祥益。它依然保
存着老店的风貌。古色古香的谦祥益承

载了时代演变和过去的故事。喝过现代
时尚的咖啡，还可以一头扎进巷子里，
来挑选绫罗绸缎，订做衣衫。

站在北京坊的街巷，看到现代建筑

的钢化反射玻璃与交通银行、盐业银行
等历史建筑交相辉映时，我如在现实与
历史中穿越。

PAGEONE 北 京 坊 店 是 24 小 时 书

店。周末，书店里熙熙攘攘，光影花影
趁着阳光大好爬进窗来。在二楼的儿童
文学书架旁，不少家长正在给小朋友读
着故事书，充满童趣。飘窗旁，一对母
子正在安静地看书，闲聊之中，王女士
说到她在网上看到这家书店，特地带孩
子来看看，“这里文化氛围很好，就是人
太多、座位太少了。”顺着二楼的落地窗
可以清晰地看到前门的牌楼，窗外红砖
绿瓦，窗内纸墨飘香。

我又走进家传文化体验中心，坐在
展厅书桌旁，感受着家风的氛围。在这
里，笔者偶遇两位老人在一副对联前讨
论着“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事无奇但率
真”的内涵。84 岁的胡老向同伴说道：

“中国的家风文化里最重要的就是‘厚’
与‘率真’这三字。你看这些物件，它
们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当作商品而陈列，
它们的珍贵在于承载的记忆与情感。”据
体验中心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家传创始
人李翰莹家每年春节都会张贴的一副对
联。小时候她很奇怪为什么每年春节家
里都贴这个，后来才明白这对联承载着
的家风内涵。”

在中心门口，珐琅锅里的无花果雪
梨汤清香四溢。我逛完家传文化体验中
心，已近黄昏。北京坊里，也许物是日
常之物，事是平常之事，但在平凡中增
了内涵、于平常之中蕴含着文化，润物
细无声地滋润心田。

北京坊的生活味儿
高 瑞

北京坊的生活味儿
高 瑞

本报电（徐 静）“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
一路中的青海”展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
了青海省 13 家文博单位精心挑选的 442 组件文物。这
些众多的精品文物中既有精美的彩陶、早期铜器，也
有特色显著的金银器、丝织品，还包括大量的宗教艺
术品等。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3000米以上。青海
地处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与青藏腹地的联接地带，自
古以来就是东亚与中亚、南亚与北亚陆路的要冲，承
担着联通东西、沟通南北的交通功能。展览以典型文
物为载体，结合青海历史发展进程，展示了羌中道、
吐谷浑道、唐蕃古道、青唐道的交通功能与历史风
采，呈现了青海独特人文风貌与生态景观，体现了青
海在一带一路中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展望了青海
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与未来。展览共分源远流
长、汉风羌道、吐谷浑国、吐蕃东进、海纳百川等单
元。展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
北京市文物局、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物局
协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橘子洲赏梅
王 卫文/图

本报电（刘 颖） 以“创新·创心”为主题的第五
届亚太商旅峰会近日在北京举办。商旅行业共同探讨
创新如何驱动商旅体验升级，为企业与员工提供更有
温度的品质商旅。

近年来，中国商旅管理市场交易规模持续增速。
2018 年中国商旅管理市场交易规模为 2261.2亿元，较
2017 年增长了 18.9%。随着商旅服务的逐步发展和完
善，企业对商旅管理的需求除实现节省成本外，还有
着提高商旅效率以及规范性的需求，商旅管理服务商
由向企业提供普通机票、酒店预订服务转向提供全流
程、一体化、智能化的出行管控服务，中国商旅管理
服务已进入2.0时代。针对传统商旅的痛点，携程商旅
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酒店随心订和智能推荐功能
等，解决了从酒店搜索、预订到支付、入住、报销等
环节中的实际痛点，为更多企业和员工提供更轻松、
便捷、温暖的商旅住宿服务。

中国商旅管理进入2.0时代

“一带一路中的青海”亮相首博“一带一路中的青海”亮相首博

橘子洲梅花

游客在广西融安县铜板屯花海留影。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为迎接“三八”妇女节，在北京故宫午门，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公司女职工游览拍照。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为迎接“三八”妇女节，在北京故宫午门，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公司女职工游览拍照。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游客在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桃花园自拍。刘 青摄 （人民图片）

在北京坊的星巴克旗舰店眺望劝业场。史子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