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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旅游相比，医疗卫生、中
医中药、健身康养等健康资源正成为
越来越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健康旅游
作为中国旅游行业中重要细分的领
域，日渐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

以“健康旅游——引领健康、快
乐、幸福人生”为主题的第三届北京
国际健康旅游博览会近日举办。该博
览会作为中外健康旅游产业的学术研
究、产品开发、行业合作的交流交易
平台吸引了国内众多企业和海外 12
个国家的参展商，助推了旅游健康产
业的融合发展。

健康旅游 大有可为

在博览会开幕式上，文化和旅游
部副部长张旭说：“今年 7 月 15 日，
国务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 （2019—
2030 年）》 规划纲要，提出了要发
展健康产业，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支持发展健康医疗旅游等健康服
务新业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作为最
能体现人民幸福感的产业形态，旅游
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正在迎来
发展的黄金时代。”

“截至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
世界上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40
多个国家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
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
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了
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王笑频
说：“健康旅游是中医药发展面临的
新课题，健康+旅游的新模式契合了
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新特点。中医药
健康旅游是以中医药文化、健康理念
及养生、康复、医疗技术方法体验为
核心，通过多种旅游活动的方式，达
到健康促进、疾病防控、文化传播目
的的专项旅游，是全新的探索性的。
中医药和旅游，两者相得益彰，相辅
相成。”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健康旅游必将是中国的文化和旅游
融合新时代的新增长点，要大力扩大
健康旅游的观念推广和理念导入，加
大数据、科研、教育领域中的公共投
入，培育健康旅游的市场主体，并扩
大健康旅游的国际合作。”

内容丰富 体验多样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顾问黄宏炳
介绍，健康旅游一般分为医疗旅游和
养生旅游两部分。健康旅游是旅游业
中发展非常快速的领域，预计年增长
率可以达到7.5%-9%。

近几年，健康和旅游的融合发展
一直在不断探索。健康旅游产品日益
丰富，其中，医疗出境游持续热门。
携程旅游的报告显示，中国游客喜欢
去海外一边体检一边旅游，包括全身

健康检查、早期防癌检查、心脏检
查、全基因检测等。凯撒旅游相关负
责人介绍，日本早癌筛查体检，泰国
亚健康功能排毒修复之旅、泰国预防
阿兹海默症大脑健康之旅以及日本、
新加坡、泰国、英国等国家的体检定
制游产品，都受到游客青睐。众信旅
游的日本、芬兰、德国、美国等国的
体检类产品以及芬兰的乳腺健康和治
疗,日本、瑞士的干细胞等专项医疗产
品也受到游客喜爱。

另一大类养生旅游的产品也很
丰富。康养度假、康养旅居等都有
不错的市场。从携程的跟团游和自
由行数据可以看到，“氧吧旅游”近
一两年持续受游客青睐，还带火了
一些生态好的新兴目的地，比如浙
江景宁、安徽霍山和石台、内蒙古
多伦、广西金秀、陕西留坝、商南
和太白、湖北英山、云南新平等地
的旅游热度都同比增长一倍以上。
定制游也成为氧吧游客追捧的新潮
流。休闲度假、时间放松、居住舒
适成为了健康游的关键词。

中医药游 魅力独特

日前，世界首座药典博物馆在山
东枣庄正式向中外游人开放。该博物
馆作为首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是中国向全球游客展示中医药
魅力的重要窗口。在另一家首批国家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河北新
绎七修酒店，游客能从德、食、功、
书、香、乐、花七个方面体验到什么
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健康课程、
养生营、工作坊、雅集等，学到中医
健康养生的方法……中医药旅游是健
康旅游中最有特色的内容，已成为中
外游客的人气之选。

8月28日，斯里兰卡、乌兹别克
斯坦等十几个国家的 50 余名外国游
客走进山东东阿阿胶世界参观体验。
外国游客在中国阿胶博物馆、东阿阿

胶城、阿胶体验工厂、毛驴博物馆等
处，亲身感受阿胶传承了近 3000 年
的文化底蕴，连连点赞。

山东东阿阿胶世界是首批国家中
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以中医药文
化为依托，以工厂为舞台，围绕游客
创新体验模式，为中外游客呈现中医
药健康旅游的“多姿多彩”，运用全
息投影、4D体验、裸眼5D等技术，营
造宏观和微观世界不同的场景，直观
地展示中医药“循经走脉、润养调补”
的作用机理，给游客带来刺激性、趣味

性、科普化的中医药文化体验。同时，
注重引导游客通过研学、科考等活动
学习中医药知识，通过深度沉浸式体
验引发对健康、养生和生活方式的思
考。阿胶世界2018年接待游客119万
人次，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 74.1 万人
次，全年预计达到150万人次。

王笑频认为，中医药健康旅游
有医疗旅游的属性，但不完全止于
医疗旅游，可以通过中医药健康旅
游，用中医药的医疗方式改善人们
的 身 体 状 况 ， 治 疗 疾 病 ， 促 进 健
康。游客在中医药健康旅游中，还
能体会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生活
方式，领略中国丰富的哲学思想和
人文精神。

北京把中医药健康旅游作为吸引
海外游客，提升入境游的重要内容，
已向海外推出了多条中医药健康游的
线路和中医药国际医疗服务包。据了
解，北京广安门医院为了深入在海外
推广中医药文化，医院专门成立了北
京中医国际医疗旅游研究中心，配备
专业的人员进行多语种推广，并推出
中医嵌入式体验项目。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交流
中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首次联
手向海外推广中医药旅游路线，在新
西兰推广了北京中医药健康旅游路
线。该路线涵盖北京故宫、颐和园、听
鹂馆等经典景区以及同仁堂、世园会
的百草园、中国中医科学院等行程。

当朝霞或晚霞涂抹山头那三块
巨石，它彰显红色；当霞光隐去，
三块石周边被浓绿的植被围绕。

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地处辽宁
省抚顺市抚顺县，是当地一张兼具红
色和绿色的旅游名片。抚顺县群山叠
翠，高山平湖，田园秀美，被称为辽宁
中部城市群的天然后花园。

这山，这水，这空气

抚顺市是为共和国“奉献青春”
的城市，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这
个城市为共和国的煤和炼油工业，做
出了重要贡献。人们或许只记住了
工业的兴衰，却忽视了这里有一处绿
色宜居、宜养之地，这就是有山有水
有好空气的抚顺县。

有清朝发祥地之称的抚顺县，
其“抚顺”县名最早见于 1384 年，
当时的明朝在浑河北岸高尔山下建
砖城一座，取名抚顺城，意为“抚

绥边疆，顺导夷民”。
近日，我们从抚顺市中心驱车半

个多小时，看到一片被沿岸绿树绿草
环抱的碧水，这就是建在抚顺浑河上
的大伙房水库。过去其水库的功能
主要是灌溉、饮用、发电，现在作为专
供抚顺、沈阳甚至大连、鞍山、营口
等地市饮用水的水源地。这些年，抚
顺县社河湿地公园的管理者，当起水
库的“安全护理员”，迁走了沿岸原有
的餐厅或家禽饲养户，以保持一方圣
水的洁净，吸引了更多观湖光山色、
闻鸟语花香的旅游者。

三块石国家森林公园是抚顺人
引为自豪的一道风景。这里森林覆
盖率高达 92%，有山峰 112 座，主山
峰海拔 1131 米。在抗日战争中，这
里草木森森的绿色防护带隐蔽过包
括杨靖宇在内的抗日志士。在三块
石的南区，现在建有红色广场，以壁
雕方式再现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片土
地上的抗日故事。从流水潺潺的一
条沟拾级而上，可看到一块块讲述发
生在这里的革命战争故事提示板，也
可寻觅到雄、险、奇、峻、雅、幽的景
观。随后，我们调转车头，驰往三块
石森林公园北区。那里空气清新，深
呼吸一口，如同吸氧。导游说，如果
10月来，漫山遍野红叶，更是好看。

美丽乡村农家乐

乡村振兴给抚顺乡村旅游发展
带来了机遇。三块石生态保护区下
的沿线村，打绿色牌，办民俗农家
乐，吸引了不少游客。在三块石北
区山下，一个满族特色村寨，吸引
了我们的眼光。镇委书记介绍，村
里有61户人家，全都按旅游接待标
准设计改造旧村落。镇里将上级民
委每年补贴的 120 万，用于基础设
施改造。计划 5 年内补贴到位 600
万，除用于改造修建满族特色村的
基础设施，对办民宿的家庭，按一
户补贴七到八万元，用于房屋整体标
准化修缮。那天，我们一行穿过门口
有葡萄架的金姓“四兄弟民宿”家庭，
只见 4 卧一厅明亮，大冰箱大厨房，
民宿的硬件设施不错。户主老太说，
她家有四个儿子，现在都住在市里，
民宿主要由她管理。游客多了，儿子

也会回来一起帮忙。

种出舌尖上的安全

我们又来到社河湿地公园附近
的一处果园合作社。该村村长、曾
获抚顺市“百姓雷锋”称号的庄忠
明，热情地把我们带到旅游采摘
园。他介绍，村里采用流转土地方
式办合作社，管理这片 460 亩果
园。村里 7 户人家土地流转入股，
果园几乎四季有果，草莓、葡萄、
苹果等年年丰产。现在正是葡萄成
熟期，每到周末，来此采摘葡萄的
城里人很多。再过个把月，就是苹
果采摘期。这里的水果品质好，几
乎不愁卖，年水果营业收入 800 万
元左右。

发展采摘经济，是抚顺发展乡
村旅游的重要方式之一。抚顺县以
石文镇、海浪乡及三块石生态保护
区一带为重点，开放标准化采摘园
29个，满足了旅游者的需要，走出
了一条农旅结合的发展之路。

抚顺是雷锋的第二故乡。抚顺
县县长张君昶说，雷锋精神无时不
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为
旅游者所奉献的服务和产品都应该
是最好的。

“当着春夏相交的夜里，半轮明月，挂在胡
同角上，照见街边洋槐树上的花，像整团的雪，
垂在暗空。街上并没有多少人在走路。偶然
有一辆车，车把上挂着一盏白纸灯笼，得得的
在路边滚着。”这是张恨水笔下北京的夜。时
过境迁，如果作家今天再来北京看一看，一定
会惊叹于北京夜晚的热闹与繁华。

三里屯、簋街、什刹海、王府井、五道
口……人们尽情享受着北京的夜。约上三五
好友推杯换盏，笑谈人生，或是独自一人到
24 小时书店，选一本诗集静静地读，抑或是
和恋人相约，到华灯璀璨的人艺剧场看一场
话剧。北京的夜，你可以做的事还很多。

在著名商业街王府井，游客们发现，主

街和辅街变了模样。吴裕泰、北冰洋、满记
甜品、和平菓局等 20 余个摊位在夜间为游客
们提供饮料小吃，直到晚上 11 点才打烊，游
客们不用担心商场关门后找不到吃的喝的
了。类似的还有 24 小时便利店——这个夜行
人口中“夜晚最温暖的灯火”。无论是深夜加
班回家，还是搭乘晚间航班归来，在 24 小时
便利店买一杯饮料解渴或是一份便当充饥，
总会让忙碌生活的人倏然感到轻松自在。北
京市已提出，3年内便民店建设的目标是“每
百万人拥有 300个连锁便利店”，24小时便利
店也会越来越多。这些只是北京市发展夜间
经济的一个侧面。今年 7月，《北京市关于进
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 出

台，明确打造“夜京城”地标、升级“夜京
城”商圈、培育“夜京城”生活圈三大目标。

在簋街，午夜23：20，北京人金旭拿着等位
小票和朋友闲聊着，“小时候簋街没这么热闹，
奥运会之后，这里成了著名的美食街，麻小、烤
鱼和火锅堪称‘三绝’”。他的前面还有38桌在
等位。现如今，这条全长 1472 米的街道，有商
户 238 家，其中餐饮业 95 家，在今年 8 月“簋街
不夜节”上，30多家餐厅营业时间直逼24小时，
成为老饕们夜间的不二之选。

在后海酒吧街，午夜00：30，大学毕业生王
鹏程和几名大学同学听着民谣喝着小酒，“这
间酒吧是我们大学时代兄弟们常聚会的地方，
如今大家天各一方，只有我和另一名室友还在
北京。尽管现在夜里可去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但我们还是怀念这个不变的‘根据地’。”

在三里屯三联韬奋书店，午夜01：05，某新
媒体公司的编辑原文焕刚下夜班，她拿起了一
本《万物静默如谜》，“刚下班，一时半会也睡不
着，不如在这儿溜达会儿再回家。”5年前，美术
馆东街的三联韬奋书店还是当时北京唯一的
24小时书店。去年，分店开进了酒吧商场林立
的三里屯。作为首批 4个“夜京城”地标之一，
这里的夜晚多了一缕书香。

这些寻常的故事正在北京的夜晚发生
着，不断给这座古老的城市以活力和温暖。

“千里关河三晋路， 一城烟雨万人
家”。以“太行深处有人家”为主题的山
西省阳泉市乡村旅游创意大赛近日举办。
阳泉希望搭建乡村旅游创意服务平台，培
育打造一批具有阳泉特色的乡村文化旅游
品牌。

阳泉雄关秀水，山岭纵横，人杰地
灵，文物荟萃，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娘
子关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泉水资源，
藏山春秋时期藏孤救孤的忠义文化，国内
唯一纪念百团大战的纪念馆等文化旅游资
源都具有独特性。

阳泉作为资源型城市，发展乡村旅游是
转型方向之一。近年来，阳泉积极挖掘乡村
旅游发展新动能，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推
乡村振兴，把乡村旅游作为创建全域旅游的
重要抓手，乡村旅游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

乡村旅游创意大赛的与会嘉宾在“乡
村、乡愁、乡创”圆桌论坛上，围绕乡村记
忆、乡村文化、乡村未来等方面展开了精彩
对话。学者周国平认为，乡村旅游不能破
坏乡村原生态、原住民文化。“太行深处有
人家”的主题定位有意境、有韵味。驴妈妈
集团副总裁、奇创旅游集团董事长李丹认
为，乡村旅游是本质的存在与需求。旅游
更多是在山水地区寻找内心的感受、寻找
家的感觉。“太行深处有人家”定位及创意
大赛能成为乡村旅游高品质发展的一种新
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宋瑞认为乡村既是物理概念，也是精神概
念。乡村旅游要重视情怀化、在地化、特色
化、产业化。阳泉“太行深处有人家”的定
位，契合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发展论断。

北 京 入 夜 来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健康旅游迎来黄金时代
本报记者 赵 珊

红绿“三块石”
梅 仁 常一品

红绿“三块石”
梅 仁 常一品

阳
泉
乡
村
旅
游
寻
创
意

王
华
北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阳泉的美丽乡村 资料图片

外国游客参观东阿阿胶体验馆。姜 凯摄

三块石森林公园秋色 资料图片三块石森林公园秋色 资料图片

北
京
石
景
山
游
乐
园
打
造
夜
文
化
。

杜
建
坡
摄
（
人
民
图
片
）

外
国
游
客
在
北
京
学
打
太
极
拳
。

新
华
社
记
者

任
鹏
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