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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化成新趋势

每年暑期都是出游高峰，也是红
色旅游的旺季。据预测，今年暑期将
有过亿人次选择红色旅游。携程机票
事业部高级总监邵季红介绍，6 月至
今，携程平台上“红色旅游”目的地
相关热度大增，以“延安”“井冈
山”“西柏坡”“遵义”等为关键词的
机票搜索量大幅增长。

携程机票大数据显示，今年暑期，
“80后”“90后”“00后”出游人群共占比
49%，占据暑期红色旅游市场近半壁江
山，成为红色旅游市场的主力人群，

“00 后”占比同比增幅达 62%。年轻化
逐渐成为红色旅游的新趋势。

暑期来临，红色旅游成为学子们毕
业旅行、研学旅行的重要选项。高考过
后，北京西城区的高中毕业生小韩同学
和父母一起去了延安，“我查过资料，延
安境内共有445处革命纪念地，是我一

直想去瞻仰的地方。”在延安的4天，小
韩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每一处
革命旧址、每一个农家窑洞里都有许多
鲜活的革命故事，这是我在书本中学不
到的。”小韩说，亲身走进这些革命圣
地，才会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刻的感悟，
对自己价值观的树立有着重要作用。

“对我而言，这次红色之旅更像是一次
特殊的‘成人礼’。”

针对不断增长的年轻游客群体，
红色旅游景点也适时打造主题产品。
浙江嘉兴南湖旅游区将研学旅游作为
其重点市场之一，推出“红船寄情少
年初心——南湖红色研学之旅”，增
强了对年轻游客的吸引力。为了扩大
遵义旅游品牌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
携程与遵义市文旅局共同发起了“我
的青春正当红，遵义旅游青春体验
官”招募活动，同时，携程面向在上
海就读及上海籍大学生推出暑期游遵
义优惠活动，提供门票优惠以及定制
专属主题游线路服务。

爱国情怀是底色

目前，我国共有12个重点红色旅
游景区，分别为沪浙红色旅游区、湘
赣闽红色旅游区、左右江红色旅游
区、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雪山草地
红色旅游区、陕甘宁红色旅游区、东
北红色旅游区、鲁苏皖红色旅游区、
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太行山红色旅游
区、川陕渝红色旅游区、京津冀红色旅
游区。其中，沪浙红色旅游区、陕甘宁
红色旅游区、京津冀红色旅游区，已成
为人们红色旅游的首选目的地。从携
程机票预订数据来看，延安、西柏坡、
井冈山、湘潭、上海、重庆、南京、嘉兴、
北京、遵义成为今年暑期红色旅游十
大热门目的地，基本上都位于上述重
点红色旅游区内。

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位居今
年暑期红色旅游客源地排行榜前三，其
中，北京游客更偏爱去延安，上海游客
更偏爱去遵义。对于红色旅游为什么
这样“红”，供职于上海某国有企业的张
先生认为：“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爱
国主义教育应当贯穿终生，红色旅游的
意义也在于此，常去常新，不仅自己每
次都会有新的感悟，也能更好地把爱国
情怀向下一代传承下去。”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
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指出：
真正能够了解中国、了解共产党的奋
斗历史、了解中国如何自强于世界民
族之林，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到中国大
地上去阅读中国。红色旅游不仅仅是
一种旅行的行为、旅游活动，更是一
种精神层面的信仰，一种朝圣的过
程，是我们生活方式的表现。红色旅
游也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锻
造、培养的过程。

产品跟得上时代

近年来，红色旅游除了吸引越来
越多的年轻游客外，也在家庭游、亲
子游群体中形成热潮。究其原因，与
其紧跟时代脚步、注重产品设计、关
注游客体验分不开。

在西安和北京之间开行的 Z44/3
次火车，如今有了“‘圣地情’红色文化
列车”的专属名称。列车上设置了“初
心延安”“风情黄土地”“学说陕北话”

“学唱陕北歌”“梦回延安”以及“寻味
延安”六个红色文化主题宣传板块，旅
客们在路途中即可提前感受陕北风
情、体验红色文化。这一举措也被认
为是对红色旅游服务内容的创新。

借力科技的发展，各地红色旅游
也紧跟步伐，不断创新产品内容和表
现形式。5月中旬，“不忘初心·红色传
承”红色之旅活动在广州起义烈士陵
园举行，现场发布首批115处广州红色
旅游资源（红色革命遗址）目录和 6 条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红色旅游金牌解
说”在线讲解软件也同时发布，该软件
收录了广州主要红色景区的讲解内
容，游客只需扫描二维码，就能在线听
到专业讲解员对广州红色历史文化的
详细讲解。这也是广州推进红色旅游
资源数字化转化和综合开发利用、推
动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延安，以延安革命纪念馆、枣
园、杨家岭、梁家河、学习书院等为
代表的数字博物馆群已初具规模。游
客只要扫描二维码便可登录数字博物
馆群主页面，了解延安的革命历史和
新变化。圣地延安数字博物馆群通过
实地取景，采用720°全景、VR虚拟
现实、AR 增强现实、3D 体验等先进
技术，给游客身临其境的感觉。

很早就听说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宁南县西瑶乡有一处原生
态的布依族村寨——拉落村，近
日我终于得以一探真容。拉落村
海拔1370米，从县城驱车28公里
到达金沙江边的葫芦口镇后，继
续向山中爬行 1 个多小时，便可
到达。

乍见布依族山寨，无数赞美
之词涌上心头。山寨正面是一条
峡谷，深谷里溪流湍急，水流冲刷
谷底的卧石，溅起的密密飞沫，在
阳光下形成彩色水雾。抬眼向东
平视，狂放不羁的金沙江便可进
入视线。村寨三面环山，叠峰奇
秀，原始森林层层叠叠。原始森
林里，有难寻的木耳、猴头菌，还
有珍稀动物穿山甲、白腹锦鸡等，
更有野生龙胆草、防风、五味子等
几十种中药材。

寨中绿树成荫，土屋成群，层
次分明。有的屋顶长满了绿苔、
野花和小草。一层层阡陌纵横随
季变色的梯田和不规则的桑田，
涌出千层绿浪，把每寸黄色的地
面都淹没了，有如一幅泼墨山水
画。步入山寨，就像钻进了一个

绿色的大帐篷，处处树木葱茏、鸟
语花香，空气更是纯净而清新。

让我们陶醉的，除了山寨古
朴自然的风光外，还有布依族绚
丽多彩的文化艺术和独特的民族
风俗。村民表演的《竹杆舞》《铜
鼓舞》《织布舞》，轻盈优美，舞姿
曼妙。聆听那宛转悠扬的传统乐
器洞箫、葫芦丝、木叶、笛子或优
美动人的山歌，当真是“墨客舆情
在山寨，诗仙触景情更浓”！情歌
在布依人的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布依族青年男女唱响的求
爱情歌，曲调明快，旋律优美动
听。动情的歌声把日子唱出了阳
光和欢乐。

布依族自酿的米酒甘甜沁
腑，人未醉，心却醉了。现磨的
菜豆花、砸骨、盐菜蒸腊肉、清
炖土鸡、蔬菜回锅肉、蒸土鸡蛋
和红米饭，是热情的布依族人招
待客人最好的风味菜肴。坐在布
依人家的四方桌上，惬意地喝上
一碗浓浓的米酒，再品尝美味菜
肴，别有一番风情在心头。打糍
粑更是带来无限的快乐。村民告

诉我，头天把精选的糯米用清水
浸泡，等完全泡涨后装到专用的
甑里。蒸到九分熟起锅，将蒸好
的糯米饭倒进木臼里进行锤打。
打糍粑看起来容易，打起来真不
简单。当我们亲自体验时，举起
的木槌不是被糯米黏住，提不起
来，就是相互“打架”，没多久
便感到手臂酸软没了力气。村民
说打糍粑讲究快、准、稳、狠，
这样才能将糯米打得瓷实。将打
好的糍粑从木臼中取出进行最后
的加工，从糍粑上取下一小块，
搓成团、压扁，包上芝麻粉作佐
料，一个热乎乎的糍粑团就做好
了。一口咬下去，又热又有韧性
的糯米，配上又香又甜的佐料，
让人胃口大开。

生活在城市的朋友们，到拉
落村布依族山寨去吧。这里有望
不到边的绿，沁人心脾的空气，还
有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民族文化。
拉落村，这处美丽的布依族山寨，
在宁南县政府和布依族人民的精
心打造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
州深山腹地绽放出无穷的魅力。

2019 年 6 月 29 日—30 日，芒果
音乐节·中国马镇站如约而至。20余
组国内乐队在坝上草原激情献唱，草
浪随音乐荡漾，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消
去夏日的暑意。

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位于河北丰
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北部，地处坝上
大草原。其中，大滩镇拥有京北第一
草原，夏季凉爽，最高气温不超过
25 摄氏度，适合马匹的养殖与繁
育。春秋战国时期，大滩镇是燕国的
重要牧场之一；元朝，忽必烈在此整
训铁骑，挥戈中原；清朝在此设热河
马场，曾屯兵于此。如今，大滩镇拥
有马匹 8000 余匹，是中国拥有马匹
数量最多的建制镇之一。中国马镇旅
游度假区选址于此，既满足了园内马
匹喜凉厌热的习性，又与当地马文化
紧密切合。

进入马镇的那一刻，率先映入眼
帘的是硕大无比的舞马世界主题乐
园。乐园占地 2.3万平方米，是景区
中活动范围最大的区域。乐园内景观
星罗棋布，通过创意娱乐、时尚商
业、互动演绎、科技体验等多元化的
方式，呈现草原自然生态场景。

在入口处的马博物馆与马科普馆
领略完马这一物种走过的漫长岁月
后，再往前就进入了以满族传统马文
化风格为主、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马
街。这里复原了一座完整的马帮寨
子，以马帮主题故事为背景，从场景
搭建、文化填充、演艺互动各个方
面，使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西南
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走廊的“茶马古

道”。从马帮寨子出来后可以去皇家
马厩走走，那里有 23 种来自国内外
的名贵马匹。

游览完舞马世界主题乐园后，不
妨稍作小憩，坐下来观赏特色演艺。
其中，“满韵骑风”是一场融入满族
人文情节的大型马背奇幻秀，融合了
演艺、舞蹈、杂技、马术等多种艺术
表现形式，将满族地域的风土人情和
历史文化传承展现给来自各地的游
客。“战神赵子龙”通过实景演绎三
国马战，将马战、景观与歌舞艺术相
融合，使游客在豪情冲天的情节中感
受纵马驰骋疆场的凌云壮志。景区内
还设有美食街、主题酒店等，为游客
提供舒适的食宿服务。

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总经理许以

海表示：“马镇是坝上草原旅游转型
升级的代表作。时值坝上草原旅游
30 周年，我们希望人们可以在马镇
体验与马相关的业态。”据介绍，马
镇还将打造青少年研学基地，发展研
学旅行，让更多的亲子客户群感受马
文化的魅力。

图为河北丰宁坝上草原。
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供图

董家河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线
上，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鹤峰县燕子镇东部，如一条蓝色
缎带穿董家村而过。

董家河是一个大型的坡立谷
群，构成的单个坡立谷有 9 个，坡
立谷又称溶蚀地，一般呈长条形或
圆形，其特点是四周陡峭，被岩溶
峰林包围，长度可达数千米至数万
米以上，面积可达数十至数百平方
公里。谷地平坦，常有过境河流及
冲击层，是岩溶地区的主要农耕

区。在董家河附近的山坡上，多有
中小型溶洞，洞中岩溶沉积物较为
丰富。在董家河不到 5 平方公里的
范围内，河谷两旁就有大小溶洞30
多个。清澈的董家河在坡立谷中穿
行，风景如诗如画。

2007年8月，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洞穴专家陈诗才一行专程到董

家河考察，历时半个月之久，经专家
考证，董家河9重坡立谷群是世界最
大的坡立谷，比南斯拉夫的7重坡立
谷还多两重，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
机理、特征、规律体系及开发综合条
件等各方面都是最佳景区。

董家河景区素有“鄂西九寨沟”
的美称，河两岸形成了“三狮赶象”

“九龟寻母”“水帘洞天”等自然景
观。游客漫步河边，可以欣赏两岸
风光，看精致的吊脚楼、风雨桥，还
能感受浓厚的土家风情。河畔林木

茂盛，花草丛生，不时还能听到孩子
们捞虾捉鱼的嬉笑声。

在九龟寻母潭，还有一个特色
景观。这里两岸草色青青，修竹丛
丛，有一种非常珍贵的乔木——中
华文母树从水中长出，其中最大的
一棵需要4人合围。中华文母树分枝
处，有落叶形成的腐殖土，因此在

分枝处又生长出蓓子树、水枫树，
而这批再生异种树最粗的两尺有
余，最小的仅数寸左右。河中那些
深植于水中的老树、怪树，枝干苍
劲，造型别致，分明就是栽在水里
的盆景，形如各种飞禽走兽，又似
对镜梳妆的美人……“树在水中
生、水在树间流”的独特景观吸引
着中外游客。

董家河田畴平整，交通便捷，
民风淳朴，土家民居特色鲜明。在
董家河畔耸立着的吊脚楼上，时有

姑娘凭栏吟唱情歌。极目远眺，蓝
天上悠闲的白云、岸边姹紫嫣红的
花草以及随风起舞的垂柳，层次分
明地倒映在水中，让人分不清是云
在水中飘，还是水在画中流。难怪
清代文学家顾彩在《容美纪游》中盛
赞董家河一带为“古桃源”。

题图为董家河风光。

红色旅游 越游越“红”
本报记者 尹 婕

红色旅游 越游越“红”
本报记者 尹 婕

早上早上99时不到时不到，，位于上海市兴业路上的位于上海市兴业路上的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外已排起了长队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外已排起了长队；；浙浙

江嘉兴南湖附近的道路两旁停车位常常江嘉兴南湖附近的道路两旁停车位常常

一位难求一位难求；；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每天前每天前

往枣园的游客达往枣园的游客达 11 万多人次万多人次。“。“七一七一””前前

后后，，全国各地红色旅游迎来高峰全国各地红色旅游迎来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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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游’，’，更为了给精神更为了给精神‘‘补钙补钙’。”’。”红色旅红色旅

游日益受到追捧游日益受到追捧，，并呈现出许多新气象并呈现出许多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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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落风光 王宁远摄

游客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参加红色旅游的孩子。来源：东方IC参加红色旅游的孩子。来源：东方IC

去马镇感受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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