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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休闲喜留人
本报记者

赵

珊

明月星空、夜幕灯光……夜景散发
着不同于白天的韵味。白天不懂夜的
黑。夜景给人以沉静、神秘、妩媚、绚
烂等丰富多彩的感受。灯光秀、夜游
船、逛夜市、进书店、看演出……有越
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夜间休闲，享受比白
天更迷人的风景。

炫目的夜景观光游
在“五一”假期，武汉的长江汉江
两岸被华彩绚丽的灯光秀点亮，25 公里
长的两江沿线楼宇、桥梁和游船一起入
镜，变身巨幅电子画卷。长江灯光秀吸
引了众多游客，成为武汉旅游的热门。
夜晚灯光秀在北京世园会也展示着
它的炫美。当夜幕来临，园内一处“山
海画卷”徐徐展开，夜色与灯光融为一
体，这就是“奇幻光影森林”。当游客进
入其中，如同走进 《山海经》，会收到来
自植物用流光发来的问候，还有机会与
“山海巨兽”亲密接触。
灯光秀因其时尚动感的光影、梦幻
绚丽的效果、欢快跳跃的节奏，成为夜
间观光游的重要内容。香港维多利亚海
湾、杭州钱江新城、上海外滩、青岛五
四广场等地的灯光秀都已成为当地夜游
的必选项目。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
课题组成员赵一静认为：灯光秀在与城
市文化、空间、建筑、景观的结合以及
色彩关系上需更加“深耕细作”。未来灯
光秀不仅仅停留在观赏层面，在交互层
面应有大的突破。
有江河湖泊的城市，因水变得充满灵
性。乘坐游船观赏夜景是何等惬意的
事。游船视野开阔，可观山水风光和城市
风貌的全景；游船行进缓慢，又可凭栏吹
风细细品味一景一貌。游船上可设有娱
乐、餐饮、购物等休闲内容，成为综合型的
夜游产品。携程旅游网的统计显示：在众
多夜游项目中，广州珠江夜游、上海黄浦
江游览、重庆两江夜游、杭州的西湖夜泛、
夜游三亚湾等夜间游船产品人气颇高。

孟德龙摄 （人民图片）

“五一”期间，扬州京杭之心上演“璀璨运河”灯光秀。
夜游以体验目的地的生活方式为主，例如
北京的簋街、上海的南京路、成都的宽窄
巷子、西安的回民街、杭州的河坊街、长沙
的坡子街、开封的鼓楼夜市、敦煌的沙洲
夜市等，都已成为游客必到之地。
景域文旅产业研究院院长林章林向记
者介绍说：“夜游产品能够让游客在目的
地享受当地乐趣，能够让旅游目的地形象
更加丰富，夜游市场呈现出多元化、颜值
高、受众广、消费旺等特点。”水乡古镇
类景区一直受到游客的青睐，但是过夜游
客较少。苏州黎里古镇丰富夜间娱乐生
活，打造时尚休闲餐饮街区，拉动月光经
济。湖州南浔古镇引入夜间酒吧、夜间咖
啡厅、夜间音乐会等业态，打造水游夜南
浔。有了浓浓的生活气息，更多的游客选

择住在古镇深度体验。

充实的文化体验游
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调查数据
显示，文化体验活动成夜间旅游热度风
向标之一。在多元化的夜游需求中，当
地生活和文化体验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游客对夜间文化节事活动、文化场所参
观的选择高于美食、购物等。
赵一静说：“夜游中的文化场所受到
青睐的原因，除了游客对当地文化的求
知需求外，文化、艺术、科技的融合，
赋予了夜间文化场所全新的内涵，为游
客和本地居民打造了多维度场景化新环
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惬意的夜市街区游
无论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白天的
行程往往密集紧凑，而夜晚时间相对宽
松，人们更容易进入休闲的体验状态，
有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美食美景，
这大概是每位游客的心愿。每个地方都
有不同的夜景，夜景和白天的景象不
同。白天以游览为主，形式较为单一，
夜游则涵盖晚餐、夜宵、酒吧、演出、
购物等多元化的休闲体验。
放慢脚步，逛一逛当地特色的夜市街
区是夜间旅游最常见的内容。和家人朋
友寻找一下当地特色美食、选一件心仪的
小礼物、坐在街头泡杯茶聊聊天……街区

中免在青岛厦门开设市内免税店
本报电（付 泊）
“五一”假期，中国免
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青岛市内
免税店、厦门市内免税店开业。青岛、厦
门两地均为国家重要沿海中心城市、国际
港口及风景旅游城市，旅游产业发达、配
套资源丰富。作为口岸出境免税店的延
伸，两家市内免税店为境外游客提供更充
分的购物时间和更舒适的购物体验。两
家市内免税店均地处城市核心商区，极具
人气和时尚魅力。两家店都采用“店内买
单，口岸提货”的模式，通过在口岸隔离区
内设立专门提货点，为境外游客提供更为
方便快捷的服务。
近年来，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
步深入，入境商务和休闲旅客数量稳步增

长，市内免税店的市场空间更趋成熟。中
免集团凭借其成功运营三亚及柬埔寨市内
店的经验，加大市内免税渠道的拓展力度，
在青岛和厦门恢复设立市内店的基础上，
下一步还将在香港、澳门、北京、上海等地
加快市内店商业布局。
作为中国免税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免
集团近年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中国
免税行业的国际竞争力。2017 年以来，中
免集团陆续中标香港国际机场、北京首都
机场、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以及大兴国际
机场等大型机场的免税经营权，2019 年又
在海南新增海口、博鳌两家免税店。此次
青岛和厦门市内免税店的开业，进一步完
善中免集团对国内大型城市的商业布局。

品味吴江文化游
参加太湖旅游节，游览同里古镇，漫步旗袍小镇……近日，苏州吴江旅游品牌
“五客汇吴江”活动启动。非遗传承人和旅游达人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吴江特色
旅游。图为游客在六悦博物馆参观。
李裕强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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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酒店办理入住后，还有一个小时
苏州诚品书店才关门，于是我立刻赶过
去。我特别喜欢在深夜去寻觅书店、剧
场这样的文化场所。我认为生活的输出
与灵魂的独处是成正比的。读书时，人
徜徉在智慧之中，心旷神怡；看剧时，
仿佛在寻宝的过程中，一旦有所收获，
愉悦的心情无与伦比。”喜爱夜游的旅游
达人刘星告诉记者。
北京媒体人王洋也是夜间文化游的
爱好者，她说：“我觉得任何一个旅游目
的地都有白天和夜晚两张面孔。我们在
白天游览景点，而晚上更能凸现一座城
市的调性。我们通过打卡一个夜市、一
个咖啡馆、一个小酒吧、一个书店……
去品味出当地人的生活情调，读懂最接
地气的市井文化。融入当地人的夜生活
足以让我感到兴奋和满足。”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议，博
物馆、图书馆、书店等文化场所可以延
长开放时间到晚上。苏州的评弹表演、
北京的老舍茶馆、上海的彩虹合唱团、
东北二人转等本地人喜爱的文化活动，
都可以为游客所共享。

王从启摄 （人民图片）

市民和游客夜晚在合肥 24 小时书店里看书。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在河北省邯郸
市永年区的吴庄、陈沟、娄山村一带，远山、树
林、水面、春花，构成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
站在山上远眺，阡陌一片新绿，远景是村
民房舍俨然，中景是一处处景观掩映山林；立
在山间近观，水清清，石嶙嶙。
“眼前的‘森林’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人
工种植林。朱山、娄山以前都是荒山野岭，三
年间变成了森林。”当地一位老人一边感慨，
一边向游客介绍。
永年是一座有 7000 多年文明史、2000 多
年建县史的历史名城，境内有历史文化遗存
321 处，其中赵王陵遗址、广府古城、朱山石
刻等 6 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朱山石刻”镌刻于朱山之巅一块天然石面
上，已有 2300 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华摩崖石
刻鼻祖”。石刻记载了汉高祖刘邦之孙赵王遂
与群臣在朱山饮酒应对的情景。这一石刻在清
道光年间被发现，并公诸于世，其拓片先后被英
国、法国、日本等多国博物馆所珍藏，并吸引着
海内外众多书法家和考古学家前来考察研究。
永年在 2015 年启动“朱山石刻”遗址保护
开发工程，组建河北金朱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对朱山石刻及其周边包括朱山、娄山等地
进行开发，打造集历史文化遗址与休闲娱乐度
假于一体的“朱山石刻文化园”。
短短三年，昔日荒山变“绿洲”，这里完
成了华丽的蜕变。“朱山石刻文化园”由植物
园区、森林共享活动区、特色文化活动区、南
湖区、山体保育区、生态修复环、主门区以及
外围生态防护林带组成。如今，沿着朱山山路
缓缓而上，路旁丛生着一蓬蓬开着细碎小花的
野生药材；再往上走，眼前出现了一片片“绿
洲”，雪松、华山松等不同优良树种，密密麻
麻挤满了沟壑高坡。朱山对面的娄山，树木浓
密处，枝条纵横，藤蔓丛生。
走在朱山植物园，游客感受到的是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是喧嚣城市一隅的寂静悠然。
朱山植物园以植物展示为特色，集自驾娱乐、
6536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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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作为中国著名的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如 今 又 多 了 一 个
“慢城”头衔。它究竟“慢”在哪
里呢？
绍兴最让我看中的是古色古
香 。 它 迄 今 已 有 2509 年 的 历
史。绍兴有十大旅游景观：休闲
度假胜地柯岩风景区、拥有一条
五折飞瀑的五洩风景区、鲁迅故
里、陆游为追忆与唐婉邂逅而写
下著名诗篇 《钗头凤》 的所在地
沈园、电视剧 《西游记》 女儿国
取景地东湖、因 《兰亭序》 而出
名的兰亭、千年古刹大佛寺景
区、自然风光优美的穿岩十九
峰、西施故里、具有浓郁水乡风
貌的仓桥直街。
绍兴城的总设计师是春秋
末年的范蠡，他对绍兴的古城建
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
时，在他指挥下，丈量建起了今
天仍然令人羡慕不已的城市。
绍兴文化底蕴深厚，走进
古城，一个个经典故事扑面而
来，一个个靓丽景观接踵而
至。在鲁迅故里中街，我怀着
崇敬的心情，仔细地观看鲁迅
纪念馆里的遗存。我从这里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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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鲁迅故里

来自绍兴市旅游资讯网

到了阅读 《孔乙己》 的感觉，品尝到“回香豆”的滋
味，明白了“几多乎多乎哉”的意思。我看到了鲁迅睡
过的床，用过的课桌，握过的金不换毛笔和玩过的百草
园。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步入鲁迅故
居，重温他的人生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
到目前为止，
先后有 76 名绍兴籍人士
在国内外当过院士。为吸引这些技术泰斗荣归故里，
贡献
聪明才智，
造福桑梓，
绍兴市在全市企业院校中建立了 103
个院士工作站，
形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院士工作风景线。
我慕名参观了绍兴市精心耕耘院士资源、培育院
士文化、弘扬院士精神、打造院士经济的标杆单位
——浙江精功碳纤维有限公司。在车间，一位特殊人
物引人注目，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在他的
帮助下，绍兴开发碳纤维产业 5 年就成为国内第二大碳
纤维生产制造基地。现在，绍兴市院士工作站经过 10
年的辛勤耕耘，已有 19 家成为省级、7 家成为国家级
院士工作站，签约建站院士达 92 名，带来直接经济效
益 284.7 亿元。院士工作站已成为绍兴市企业转型升
级、创新突破的“发动机”，吸引不少科学爱好者和游
人前来参观考察。
如果拿绍兴市与“生活慢城”成都市相比，绍兴
市给我的印象是“旅游慢城”。因为它古风汉韵香火未
断，城池植根于春秋末年，历经战乱依然屹立不倒，
至今仍得以存续，非常了不起。它荣获“慢城”称
号，主要表现在城池包含的内容丰富多彩，满城景观
大多是文化历史物证。这需要旅游者花时间去慢慢品
味，才能悟出其中的价值。在绍兴市旅游观光，人们
得到的是历史文化的洗礼和滋养。

朱山石刻：
朱山石刻
：

种下绿荫引客来
李承骏
休闲度假、科普研究为一体，有儿童游乐园、 院、花田溪谷、莲花湖、石刻展览馆等景点，让游
花田、百亩薰衣草园、樱花园、山涧溪谷、无
客在一探千年古石刻魅力的同时，更能领略到
公害果蔬种植区、垂钓区、人工湖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惬意。
“朱山如画、水韵天成、绿树成荫、花开枝
“建设生态，不仅需要法律约束，更需要
头”，这便是如今朱山石刻文化园的诗意写照。 道德自觉。经过三年建设，朱山石刻文化园植
林荫中不经意间会偶遇摩崖石刻，集绿化与休
树造林初见成效，但我们要继续埋头苦干，让
闲 一 体 ，重 现 了 朱 山 石 刻 2300 年 前 的 历 史 风
故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河北金朱山旅游开
貌。在保护性开发中，朱山石刻文化园以保护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平说。
文化遗产、展现历史遗迹为基础，打造了汉唐书
上图：朱山石刻文化园风光 郝 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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