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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购票上手快

八达岭长城最近一次上“热搜”，
是不久前宣布将于 6 月 1 日起实施全网
实名制预约售票并试行单日游客总量控
制。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八达岭
长城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参观游览。
而这也导致了每逢节假日，尤其是十一
黄金周，八达岭长城上总是人满为患、
挤得水泄不通。

此次限流办法一出，网友纷纷叫好。
八达岭特区办事处新闻发言人李东

向本报记者介绍，2018年，八达岭长城
接待游客高达 990多万人次，且存在着
游客接待量淡季和旺季分布不均衡、假
日和平日相差悬殊的情况，尤其是假日
期间的单日接待高峰压力过大。这种不
均衡的情况不仅给长城文物和游客的安
全带来了隐患，而且也使游览者的参观
体验大打折扣。

为什么是 6.5 万人次？李东说，景
区依据文化和旅游部下发的《景区最大
承载量核定导则》，委托第三方公司从
安全、管理、文化、生态等角度，根据
景区地形条件以及核心区、服务区和缓
冲区等测绘数据，科学核定出景区日最
佳承载量为6.5万人次。

伴随限流和新购票办法的实施，如
今，在八达岭长城登城口，购票窗口前
曾经的长队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手
持身份证，随时准备通过检票的游客。
游客们只需将身份证放在扫描仪上一
扫，待机器发出“嘟”的提示音后，便
可顺利通过检票，前后只需不到 3 秒
钟。据了解，这次实施网络购票不仅针
对散客，旅游机构团队购票今后也需在
网上预约。

八达岭特区办事处提供的数据显
示，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小长假中，八
达岭长城景区 3 天共接待游客 89846 人
次，网上预约购票的游人 88156 人次，
占接待总量的98.12%。可以看到，游客

们很快接受了网络预约购票的方式。
“开通全网络实名制预约售票平

台，一方面方便游客快速入园，进而有
效减少现场购票排队时间；另一方面网
络门票预约量将为游客流量控制工作提
供数据支持，便于景区根据网上预约购
票情况及时启动相应预警方案，保证旅
游者能够舒适、安全地游览。”李东说。

保护景区是目的

八达岭长城“限流预约”并非个
例。此前，北京故宫博物院、西藏布达
拉宫、云南玉龙雪山等多个著名文物古
迹类景区和自然风景区都已实现了网络
预约购票和限流。依据《景区最大承载
量核定导则》，各大景区均需核算出最
大承载量，并制定游客流量控制预案。

2014年，敦煌莫高窟参观开始严格
执行预约制，单日最大游客承载量控制
在 6000 人。2015 年，故宫博物院试行
每日限流8万。2018年，玉龙雪山实行
全面限流政策，游客最大流量控制为 1
万人/日。这几年来，不断有景区加入
限流的队伍中。

限流预约主要出于文物保护和环境
保护的目的。“随着旅游需求的迅速增
加，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存在旅游资源供
不应求的问题。”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
院副研究员杨彦峰对本报记者说。对于

游客来说，“看风景”变成“看人”并
不是件稀奇事。高人气给景区带来了高
收入和高知名度，但同时也给景区的环
境保护和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沉重负
担，许多景区因此不堪重负。以长城为
例，今年 5 月 1 日当天，仅八达岭长城
景区清理的垃圾就有18.2吨。一些景区
的文物价值比较高，比如敦煌的莫高
窟。有专家发现，大量游客在某一时间
段内集中参观，会使莫高窟内的温度、
湿度蹿升，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会
对文物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部分景区需要采取流量控
制。为了协调旅游需求和旅游资源之间
的矛盾，不同景区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价格手段、管理手段或技术手段来平衡
二者间的关系。除了限流外，有些景
区，比如法国卢浮宫，还会采用 VR、
3D 等技术，创建数字博物馆充分满足
游客的游览需求。”杨彦峰说。

景区限流预约是对景区、游客的双
保护，在保护景区文物和自然资源的同
时，能让游客获得更安全、更有尊严的
游览体验，得到更好的精神享受。

参观游览没影响

景区采取限流，游客最关心的便是
自己是否还能进得景区。如今，随着部
分景区陆续实施限流，为避免“一限了

之”，景区自身也在更新升级，致力为
游客提供便利服务。

以此次限流的八达岭长城景区为例。
结合多年游客接待经验以及山岳型景区地
势特点，八达岭风景区制定了游客流量控
制方案，以日客流量3.9万人次、5.2万人
次、6.5万人次为标准，建立了黄色、橙
色、红色三级预警响应机制，根据预警级
别对管理人员、服务接待和交通保障等工
作做出调整。完善三项措施保障长城及游
客安全。创新分段截流、循环分流、智慧
控流3项主要措施，对客流进行控制。

游客怎么知道是否有票？怎么知道
已经限流？到了景区才知道不能进怎么
办？特殊人群购票困难怎么办？针对这
些问题，李东进一步介绍，散客和旅行
社团队均可通过八达岭长城在线售票系
统、官网和官方微信进行预约购票，每
种方式均标注了是否还有门票。当八达
岭景区的流量控制启动后，将在游客聚
集地设立咨询服务台，做好咨询解释工
作。对于尚未到达景区的游客，景区将
通过信息平台 （如景区官方网站、微
信、高速LED屏、百度路况、交通广播
103.9、城市电视、机场、火车站商业广
场大屏幕等） 及时发布景区客流量预警
信息，游客可更改行程安排。对于已经
到达景区的游客，景区将调配执勤人员
加强疏导、安抚等工作，建议游客等候
退票或游览其它景区，并协调公交集团
客运公司，调整驶离景区的发车频次，
及时将景区滞留游客安全送出景区。

“景区在每个检票处附近都设有办理
特殊业务的综合服务窗口，专门处理大家
担心的不会使用手机、没有网络或者其他
购票困难情况。在不超6.5万游客量的前
提下，游客出示有效证件或报出证件号
码，景区票务工作人员都会现场给予解决
和办理，不会影响游客游览。”李东说。

此前，故宫则通过增加售票检票窗
口、在经常拥堵地段实行局部分流、以
门票优惠方案引导客源分流、优化参观
路线以展览带动分流、增加开放区域有
效疏散客流等方式实现疏导客流。高居
不下的客流量和旅游需求推动着景区不
断改善服务。

“随着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意识
不断增强，大家会逐渐接受景区限流，
会慢慢形成‘预约’的概念。”杨彦峰
说。“景区应对此类问题的能力也在不
断成熟，现在大家担心的部分问题都会
得到有效解决。”

八达岭长城实施全网实名制预约售票，试行每日最大流量6.5万人次

景区限流不限游
本报记者 何欣禹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家喻户晓的豪气宣言鼓舞着
无数人登临长城。不过如今，去八达岭长城一览风光，可
提前7天进行网络预约购票。

自 2019年 6月 1日起，八达岭长城实施全网实名制预
约售票，并试行单日游客总量控制，每日最大流量为 6.5
万人次。这并非全国唯一一处实施限流的旅游景点。近年

来，故宫博物院、敦煌莫高窟、布达拉宫等景点都陆续实
施了网络预约售票，并对单日游客总量进行限制。在海
外，法国卢浮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等景点也采取了类似
措施。“限流”，这个几年前还饱受争议的词，随着游客环
保和文保意识的增强以及高质量旅游需求的不断增长，已
经逐渐被接纳，这也推动了景区自身的服务升级。

6月10日，枫常公路改建工程的
第一座桥梁——枫树岭桥提前完成第
8根桥墩立柱的施工，为项目提前完
工奠定了基础。

淳安至江山公路淳安枫树岭至界
牌段改建工程于 2018年 11月 28日开
工建设，这条路的建成，意味着淳安
又将多一条快速对外交通出口。

为了建设这条高品质的生态工

程，淳安县交投集团发扬工匠精神，
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施工过程中坚
持少挖山、慎填湖、优化设计、文明
施工、环保施工的做法，对景观绿化
进行专项设计，对古树进行让路。严
把质量关，对每道重要工序都以“首
件制现场会”的形式进行研究探讨，
以高标准、严要求，打造畅通、安
全、舒适、美丽、生态的精品工程。

全力打造生态美丽路

浙江枫常公路改建工程生态优先

这是一个曾经藏于深山人未识
的穷乡僻壤。

这是一个今天笑迎八方宾客的
世外桃源。

顺河，这个因一条流经村寨的
顺水河而得名的彝家山村，伴随时
代的文明进程，以其与众不同的迷
人风情，一步步走出寂寞、走出贫
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海拔 900—1200 米的顺河，地
处四川乐山金口河永胜乡的深山峡
谷中。顺河虽不算大，但却很美。
这里群山环抱、云雾缭绕、水流潺
潺，自然资源得天独厚。

初识顺河，是在 15 年前的春
节，我去金口河山区采风写生，沿
着金口河对岸蜿蜒曲折的山道，越
过一条长长的峭壁隧洞，俗称谢河
坝的顺河山谷便赫然出现在眼前。
呈带状梯次分布的村落，如同一颗
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奇山异水
间，流光溢彩，靓丽动人。那饱含
水墨诗意的山光物态与田园牧歌式
的自然风貌，令人心旷神怡，美不
胜收。从那时起，顺河便成了我心
目中难以割舍的绘画写生基地。15
年来，每逢新春佳节，我都会邀约
画家朋友和学生去顺河采风写生十
余天，年年如此，从未间断。

顺河犹如一个天然的艺术大课
堂，每去一次，从灵魂的洗礼到艺
术文本的开掘，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和收获。

顺河的山，层峦叠嶂、峻岭嵯
峨，蔚为壮观，兼具了中华山川南
秀北雄的显著特征，又融汇了伟
岸、凛然、奇崛、险峻、朴茂、幽
邃的博大之境，雄浑厚重而又灵秀
蕴藉，大山堂堂，浩气长舒，展示
着令人敬畏的刚直正大精神。

置身顺河，登高揽胜，探奇寻
幽，总有一种畅然若狂的绘画冲
动，恣意升腾在激情荡漾的心中，
泛起“挥毫列锦绣，落纸布云烟”
的豪情痴梦，每每展纸抒怀，对顺
河满满的情与爱，也就自然而然地
化在了挥洒心迹的笔墨里。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漫步
在顺河的云水村寨间，沉醉于扑朔
迷离的如幻之境，体味着生生不息
的自然法则，人生的种种不悦、世
俗的纷纷扰扰，都在此时此境中得
以淡然释怀。

“远品其势，近赏其质”，品读
顺河，如同品阅一幅小中见大的水
墨画卷，质而不野，丰润高华，荡
涤心灵，韵味隽永。阳光洒落在透

着古意的彝家村寨，闪耀着绚烂至
极的辉煌光芒；阡陌交错的顺河谷
底，山花绽放，瓜果飘香；背新娘
的习俗、欢快的广场达体舞，承传
有序，历久弥新；错落有致的河间
汀步、沿河栈道、户间流水、观景
亭榭、石拱虹桥与陡崖瀑布相得益
彰，相映成趣；农家乐里，甘醇的
洞藏老酒，伴随着动人心弦的祝酒
歌，溢岀“乐山、乐水、乐生活”
的芳香；村头遗存的沧桑老屋，散
发着浓浓的思古幽情，隐隐地传递
出顺河悠远的历史讯息；荟萃彝族
农耕文化特色的农家书屋、农耕文
化苑等人文设施，遍布村寨，呈现
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盛图景；越过
岁月飓风的山村民谣与传奇故事，

谱写了顺河古往今来的神秘乐章，
传颂在犹如丰碑般屹立的峰峦间，
彰显着这片古老热土与时俱进的精
神气度和气宇轩昂的大美神韵。

天人合一的大真、大朴、大气
象，铸就了顺河山川阳刚正气的不
朽魂魄，更养育了顺河人勤劳、勇
敢、敦厚、朴实的人格品质。和谐
自然的淳朴民风，是顺河的又一道
风景，曾经“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的风气，至今依然。在苦干、
实干加巧干的致富路上，他们凭
借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力
量与勤劳智慧，实现着从封闭到
开放、从贫穷落寂到物阜民丰的
华丽转变。

15年间，在每年一次的写生旅
途中，我目睹过顺河递进式的巨大
变迁，也感受着顺河人无处不在的
关切与温情，那些日日夜夜，收获
了太多言说不尽的感动，那寒风中
滚烫的清茶、饥饿时香喷喷的农家
菜、冬夜里暖暖的火盆、病痛时急
切的寻医问药，无不显示出顺河人
大山一样宽厚大气、情深义重的坦
荡襟怀。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
如今，不再寂寞的顺河，在国家的
大力扶持下，已建设成为进入大瓦
山五池国家级湿地公园的旅游门
户，生气繁茂。恍若田园小城的彝
寨新貌，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
来。今天的顺河人，又为顺河定义
了一个诗情画意的新名字——“水
墨顺河”。这独具魅力的水墨画卷正
徐徐展开，洋溢着更加浓郁的民族
精神和时代气息，诠释着亘古绵长
的顺河意蕴和顺河人甜美旷远的未
来之梦。

题图：水墨顺河 来自网络

品读顺河品读顺河
李永宏

江西武功山是驴友的向往之
地。我曾和 20 多位驴友同行，背
包负重历时3天，从萍乡入，在宜
春出，行山路 40 余公里，全程野
道登顶武功山。

武功山垂直型自然带分布奇
特。山底有很多水松、香榧等大
树，还有成片竹海；半山为灌木
丛林，有杉、有柏；山上则是 10
万亩草甸。高山草甸值得一提，
能让你联想到内蒙古无边无际的
大草原，万马奔腾，何等壮观。
初 夏 时 节 的 整 个 山 峦 ， 绿 装 包
裹，浓淡镶嵌，层次分明。不知
秋冬季节这儿是什么景色。它能
激发你在不同时节再次光顾的兴
致，武功山就是这样引人入胜。

穿越武功山，回报远远超过
付出的艰辛。

我们从沈子村出发，连绵几
十米的登山队伍，因统一使用橘
黄色的背包外罩而分外醒目，山
民们一见：又是一支登山发烧友
进山了。山村里的鸡儿跳、狗儿
叫，也算是一种欢迎仪式吧。

一进山，迎面而来的是满目
翠绿，鸟语花香；扑面而来的是
清新的空气，免不了主动深呼
吸、猛地吮吸几口。但随着持续攀登，海拔连续升高，身体开
始力不可支，腿无力迈不动，喘粗气还上气不接下气，浑身尽
湿，汗水沿着眉毛、下巴滴到大腿上、脚面上……

我们在溪水边歇下来，在水里搓一搓毛巾，抹去汗水，冰
凉冰凉的，真爽！用双手捧起几口山泉水，润润喉咙，清甜甘
冽的感觉顿时消除了夏季的暑热。

穿过底部竹海山林，沉入深壑幽谷，攀爬悬崖峭壁，把一
座座山峰甩到身后，持续 5个小时，爬升到 1600米时，眼前豁
然开朗，草甸绵绵，惊喜连连。我们在一座简易客栈前修整，
补充养分。我吃了点东西，顿时感觉有劲了，深感“粮草先
行”之要意。

进入高山草甸，地势变缓，视野开阔，“万里云山齐到眼，
九霄日月可摩肩”是真的，到达白鹤峰制高点——1918.3 米的
金顶时，驴友们忍不住兴奋呐喊，舞起登山杖，摆上造型，快
门一闪再闪，兴奋掩盖了疲倦。

山上天气瞬息万变，一会儿云雾缭绕，一会儿狂风四起，
一会儿大雨瓢泼，一会儿阳光四射。日升日落，万顷红波奔腾
澎湃，气势恢宏，自然造化之功令人惊叹。

晚上下榻没有手机信号，供电也时断时续的简陋客栈，驴友
们放下沉重的背包，洗个澡，把沾着泥巴的鞋冲冲，把满是汗味
的衣服洗洗，换上干净体面的休闲装，围桌而坐，饮酒品菜。此
时，临时组团互不熟识的驴友，俨然成了一支团结战斗、凯旋而
归的胜利之师。饭后，疲惫不堪的驴友们很快进入梦乡。

第二天、第三天，下绝望坡、上好汉坡、登羊狮幕，过明月
山，大家一心向着目的地进发。一路上，好险、好高、好难的叹
声不断，颈脖、手臂因高山紫外线和阳光照射留下通红的印记。

与陪伴我们几天的向导分别时，在不舍中，登山爱好者们
不禁感叹：江西武功山真是驴友们的乐园和福地。

上图：江西武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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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十一黄金周第2天，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人头攒动、游人如织。
王中生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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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正在修建的枫常公路。 徐爱梅 郑承铎 何 皝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