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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2届

全体大会所致贺词中，国家主席习近平

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

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

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的重要产业。中国高度重视发展

旅游业，旅游业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

综合贡献率已超过1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

进友谊的桥梁，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旅游已成为

中国人美好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人民幸福感、促

进社会和谐的新增长点，被列为五大

幸福产业之首。

红火的旅游业 欢悦的好生活红火的旅游业 欢悦的好生活

今年3月，苏州博物馆在烟雨江
南点燃了一把“火”：一场以明代江
南四大才子为主题的春茶“派对”
在短短 6 天内吸引了 2.6 万人参与体
验。这场“派对”的主角，正是苏
博与天猫新文创和八大茶叶品牌联
名推出的系列春茶产品。从桃花流
水之间、穿越时空之间，再到诗情
画意之间、山水画卷之间，苏博的
建筑外观及四大才子的 IP 形象被融
入一方小小茶盒上，令游览者爱不
释手，纷纷购入囊中。

过去，提到旅游商品，人们脑
海里最常浮现的是帽子、扇子、茶
杯、背包，或是一些景观和文物的
仿真品，全国各地千篇一律。不论
是从观赏性还是文化性来说，都难
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和消费
需求。故宫博物院以颠覆性的“卖
萌”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比剪刀

手的乾隆、印着“朕不能看透”的
桑蚕丝眼罩、写着“朕就是这样的
汉子”的折扇……一改故宫严肃沉
闷形象的文创产品受到大众热捧，
也塑造了故宫这一超级IP。

旅游商品发展就此迎来一个拐
点。人们惊异地发现，旅游商品不
止是死板的纪念币、纪念章和马克
杯，它们可以装进历史、文化和创
意，变得鲜活起来。近年来，国家
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
物院、颐和园等也纷纷推出具有自
身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入驻电商
平台，打通线上线下。无论身处何
地，游客再也不用担心看到中意的
旅游商品却无法随身携带。

从单调乏味的旅游商品到充满
创意的文化产品，变化的不仅是商
品样式，更是消费者不断提升的审
美观和文化观。

“作为一名红色旅游讲解员，向
游客讲述延安故事，是我的光荣使
命。”延安市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冯博文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红
色旅游热潮涌动。红色主题博物
馆、红色主题景区、革命老区及重
大革命历史事件发生地等最热门，
延安、井冈山、遵义、西柏坡等地
是客流量最大的经典红色旅游目的
地。可喜的是，红色旅游的游客结
构出现了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青少
年已成为最大的需求群体。

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
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
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
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

从 瑞 金 到 韶 山 ， 从 延 安 到 广
安，从红岩村到西柏坡……自 2004
年，国家出台了三期 《全国红色旅

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已走过
15 年蓬勃发展的历程，知名度、美
誉度不断提升，产生了良好的政治
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
覆盖广泛、内容丰富的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体系，做大红色旅游市场主
体、开发红色旅游特色商品、促进
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实现了革命历
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
用，拓展了振兴老区、脱贫致富的
有效途径，传承了红色基因，弘扬
了爱国主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红色旅游的
规模和热度不断攀升。全国红色旅
游景区景点接待游客累计达 51.7 亿
人次，红色旅游综合收入累计达
1.35 万亿元。全国红色旅游直接就
业 130.6 万人，间接就业 510 万人。
实践证明，红色旅游已成为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说走就走”足迹遍全球

魅力中国笑迎八方客 红色旅游涌动爱国情

旅游扶贫带来好日子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张思禹正在自助
通关：刷指纹、刷护照、人脸识别……10秒后，
他就通过了自助通道。接下来，他将要度过12
个小时的航程，抵达美国纽约进行自助游。

12 个小时的通航时间，可以跨越太平
洋，拉近地处东西两个半球的两个国家的距
离，这在以前很难想象。上世纪80年代，张思
禹的奶奶卢红霞乘坐火车从北京前往江西
庐山旅游所需的时间，就远远不止 12 个小
时。作为小学教师，她每年有寒暑假期，可以
游山玩水，她用老式的海鸥相机留下了许多
黑白老照片。“早些年还需要单位开介绍信。”
卢红霞说。除了外出旅游，她也走遍了北京
的各个景点。那时门票是一方小小的纸片，
北海公园1角，孔庙2角，北京植物园3角，大
钟寺2角……已经85岁的卢红霞还清晰地
记得这些景点的票价。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旅游的人明显多了
起来。张思禹也在爸爸妈妈带领下去全国各
地旅行——北戴河、宁波、成都……翻儿时
的照片，张思禹感慨万分。“那时主要还是
乘火车出行，和现在的高铁相比，火车速度
虽然慢，但大家在上面玩得也很开心，像是
一个移动的房子。”张思禹说，“我还有一个
亲戚，当时是商业系统的采购员，每月都可
以出差，参加各种订货会、展销会。他在工
作之余，常常会顺便游览当地的风景名胜，
如苏州拙政园、杭州灵隐寺，还有庐山、黄
山以及黄果树瀑布等，隔段时间就拍回一些
纪念性的风光照，给我们小孩子带旅游商
品，很是令人羡慕。”

如今，旅游已是寻常百姓家的寻常消
费。这背后折射着时代发展的踪迹，也是
中国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印证。

旅游商品焕发生命力旅游商品焕发生命力

吃川菜、听川剧、看大熊猫、
喝茶嗑瓜子……在成都街头，总会
看到成群结队的外国游客体验当地
巴适的生活方式。2018 年，成都接
待入境游客 340.6万人次，同比增长
13%，入境旅游收入达14.5亿美元。

成都火爆的入境游只是中国入
境游市场的一个缩影。据文化和旅
游部消息，中国入境游市场稳步进
入缓慢回升通道。2018 年，中国入
境游人数达 1.41 亿人次，比上年同
期增长 1.2%，缅甸、越南、韩国、
日本、美国、俄罗斯、新加坡等是
主要客源国。

当海南岛的游客在沙滩尽享冬
日暖阳时，身着厚重羽绒服的游客正
在吉林欣赏银装素裹的雾凇景观；当
东海渔船在朝阳下满载而归时，新疆
塔里木盆地还沉浸在一派夜色茫茫
中。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拥有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世
界遗产总数达 55 处，位居世界第一，
不同地域也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少数
民族文化。这些都是中国的魅力所
在，更是吸引国外游客的重要原因。

2012年至2013年，中俄两国互办
旅游年，拉开了中国与相关国家互
办、共办“旅游年”的序幕，创立了以
旅游活动支持国家外交大局的新模
式。中美、中印、中澳、中国—中东
欧、中国—欧盟等多个旅游年相继举
办。“旅游外交”已成为中国加强和世
界其他国家联系与交流的重要纽
带。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相
继走出国门举办旅游推介会，传播城
市特色，吸引海外游客。

1978 年，中国入境游人数只有
180.92 万人次，如今已增长 77.9 倍。
中国，正以热情的姿态，真诚欢迎
更多八方来客。

出门旅行已成寻常事

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

▲在新疆喀什古城景区开城仪式上，游客们翩翩起舞。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在新疆喀什古城景区开城仪式上，游客们翩翩起舞。 新华社记者 赵 戈摄

40 年前，邓小平登临黄山，并发
表了重要讲话，由此掀开中国旅游业
发展的新篇章。40 年来，黄山实现了
一次次跨越，成为全球首个集世界文
化与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三顶桂冠于一身的景
区。面对新的发展机遇，黄山大力发
展全域旅游，实施“旅游品质革命”，
推进黄山旅游“二次创业”。

同为中国景区代表的杭州西湖，
自古就是名胜。2002 年，西湖宣布取
消门票，成为全国第一个免费开放的
5A 级景区。同时，环湖公园景点和博
物馆全部免费开放，“一湖两塔三岛
三堤”的西湖全景重返人间，“东热南
旺西幽北雅中靓”的新格局基本形
成，向中外游客展现了西湖坚守与开
放兼容的动人风貌。西湖还带动了杭
州从“旅游城市”到“城市旅游”、从
观光游到休闲游的转型，成为全国景
区创新发展的范本。

旅游景区是旅游吸引力的根本

来源。据文化和旅游部最新统计，
中国目前共有景区景点3万多个 （其
中 A 级景区 10300 多个），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 26 个，旅游休闲示范城市
10个，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110个。

旅游景区已从数量增长阶段发
展到追求精致的高品质时代。以黄
山、西湖、长城、故宫、兵马俑为代表
的经典景区对广大游客依然具有持
续的吸引力，以乌镇、古北水镇、宽窄
巷子等为代表的文化休闲度假景区
热度持续增长，以华侨城、宋城、长
隆、海昌等为代表的主题公园特别受
到年轻游客的欢迎。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不仅要看
美丽的风景，更要体验目的地的美好
生活。中国旅游景区从无到有、从有
到好，一直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路上。景区未来将向多元化
发展，通过文化、创意、科技等融合创
新，开发丰富多彩的业态，来提高游客
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本版撰稿：赵 珊 何欣禹

今年中秋节，来自湖南的周思
齐手持新版普通护照从北京首都国
际机场启程前往印度尼西亚旅行。

“几天前刚订下机票，找个免签国
家，可以随时出发。”周思齐说。

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背后，
是越来越开放和便利的出境签证政
策——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
民可免签或落地签前往 71 个国家
和地区，印尼就是其中之一。而在
14 个与中国互免签证的国家中，有
13 个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实现的。

时 间 回 溯 到 上 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出国对中国人来说，是大事难
事。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旅游业发
展才迎来春天，也为普通百姓走向
海 外 提 供 了 契 机 。1983 年 11 月 15
日，第一批内地公民共计 25 人从广

州出发前往香港旅游探亲，被称为
“新中国第一团（出境旅游团）”，广
东地区的“港澳探亲游”也因此成为
出境游的开端。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中国公民赴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旅游相继开放。1997
年，中国公民自费出境旅游业务正
式开启。进入 21 世纪，黄金周为人
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休闲时间，加
上交通工具和签证政策日益便利，
出境游已常态化。

70 年，中国人出境游越来越频
繁，足迹越来越远：从东南亚到整个
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最
后到达南美洲和南北极。中国公民出
境旅游的人数也持续增长，从1995年
的0.05亿人次增至2018年的1.5亿人
次，稳居世界第一。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
曲奥乡太阳沟村的很多牧民，如今
放下了牧鞭子，干起农家乐、藏家
乐、牧家乐，从“卖牛羊”转到

“卖山水”，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甘南州近年来实施“旅游兴州”战
略，推动旅游扶贫。近三年全州乡
村旅游接待游客突破2000万。

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有雪山、冰
川、神山、圣湖、原始森林和深厚
的藏文化资源，已初步建立从沿江
到沿湖、沿线到沿边、湖泊到冰
川、陆地到空中、原生态到现代化
的旅游线路，旅游扶贫成效明显。
今年上半年，通过直接或间接从事
旅游业、参与项目建设，带动全市
4170 名 居 民 人 均 增 收 3000 元 以
上，解决景区周边 786 名贫困群众
的就业。

甘 南 、 山 南 所 在 的 地 区 属 于
“三区三州”。“三区”是西藏自治
区、青川滇甘四省藏区、新疆南疆

四地州，“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回
族自治州、四川的凉山彝族自治州
和云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这些
地方都是深度贫困区，自然条件
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但
旅游资源富集，其独特性和差异性
对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旅游是

“三区三州”实现脱贫的好路径。今
年初，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扶贫
办共同推出“三区三州”旅游大环
线，包括“丝路文化经典线”“边境
极限体验线”等多条主题线路，都
是世界级的旅游景观。

中国旅游扶贫政策的提出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短短几十年，
旅游扶贫成效显著，一方面使得中
国许多贫困地区群众实现了脱贫致
富，另一方面也让许多位于贫困地
区内的高品位风景区陆续被发现，
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同时为
贫困地区经济注入新活力，带动了
其他产业迅速发展。

▲在内蒙古兴安盟突泉县宝石滑雪场，三位单板滑雪爱好者正尽情玩耍。
康毕力格 摄

▲在海南三亚市南山景区，黎族阿妹和外国游客跳起竹竿舞。
陈文武摄 （人民图片）

▲游客在湖北省秭归县九畹溪生态漂流区体验漂流。 向红梅摄 （人民图片）

①贵州省贵阳市泉湖公园内的“天空之镜”景点吸
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游玩。 刘朝富摄（人民图片）
②小导游在河北秦皇岛市天下第一关城楼为游客
讲解。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③中外游客骑骆驼观赏甘肃敦煌大漠秋景，体验浓
浓的丝路风情。 王斌银摄（人民图片）
④游客和陕西省西安市民在大唐西市开设的“隐
市”暨中秋灯会欢度佳节。 王 健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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