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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来自北京的旅客张先生告诉笔者：

“我们全家一起去泰国度假，专门
选了从大兴机场出发的航班，就是
为了过来看看。第一次从大兴机
场乘机，感觉很兴奋，很激动！大
兴机场设施很先进，海关通关也很
方便，我们今天都非常开心。”

10 月 27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
场国际航班首航。当天上午 9 时
13分，来自英国的BA039次航班平
稳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经过
12分钟滑行后，乘客们面带微笑走
出廊桥。除了入境航班，当天早晨
7时 50分，从大兴国际机场飞往曼
谷的 CA757 航班也顺利起飞。该
航班还搭载了货物 149 箱，总重
1.37 吨。据了解，自 10 月 27 日起，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国际及港澳台
航线正式开航，首日共有出境航班
9架，入境航班 6架。新航季，在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
数量将达到15家，预计开通国际及
港澳台航线15条，出入境通关旅客
总量可望达到57万人次。

“为了使广大旅客出境通关更
加顺畅、便利，我们与机场安检部
门合作，把两道‘关卡’合二为一，

‘两关变一关’，实现旅客‘只提交

一次行李、只接受一次检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关
员张博介绍。

笔者在现场看到，旅客们有序地通过海关卫生检疫站，
不需要刻意停留。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旅检八科副科长王俊
侨介绍：“我们配备了国际领先的海关卫生检疫智能查验台，
可在几秒钟内获取入境旅客的体温、通关情况等信息，即刻
完成海关进境卫生检疫。如果遇到发热旅客，可第一时间对
其进行拦截，确保把疫情疫病隔绝在国门之外。”

笔者还看到，绝大部分入境旅客从传送带上提取行李
后，直接走出海关行李监管大厅，首班入境国际航班的旅
客通关工作顺利完成。据笔者粗略计算，从提取行李到走
出海关作业区域，旅客只需100秒左右。旅客之所以不需
要再排队搬箱过机，是因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启用的
先期机检模式，对入境行李物品实现了监管前置。据介
绍，海关对原有的“托运行李五级安检”“手提行李一机双
屏”等系统进行了设备整合和系统升级，在实现监管“隐形
化”的基础上，保证海关对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的职权
不变，效能提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关员赵兆说：“通
过‘先期机检’，海关监管实现了有效前置。入境托运行李
在旅客提取之前，其实都已经接受了海关监管。绝大部分
守法旅客都会因此而受益，可享受拿到行李后免过机的

‘无感通关’。”
上图：北京海关关员为大兴国际机场首架入境航班进

行海关监管。 黄海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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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奔流入海前，孕育了长江三角洲最
东的两座城市，江南是年轻的上海，江北是有千
年历史的江苏南通，它被誉为“扬子第一窗口”。

南通拥江吻海，江海风韵、山河风光、田园
风情在这里渐次呈现。余秋雨先生不止一次到访
南通，挥笔写下名篇《狼山脚下》入集《文化苦
旅》：“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
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
奔向上海，奔向大海。”当再一次来到南通，这
位文化学者细看又思，说了这么一句：所谓旅游
看的是自然生态，是历史文化，这里其实最宜于
生态游，又宜于文化游。

认识并走进一座城市，可以从博物馆开始。
博物馆能正确打开一座城市优美的史诗和美丽的
画轴。国家文物局的资深专家盛赞南通这座城市
本身就是一座大博物馆，一座博物馆城。

作为近代遗址遗迹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
世纪末以来的历史遗存和文化空间，特别是张謇
企业事业的遗址散落在 8000平方公里江海大地，
而环绕濠河比比皆是、尤其密集。即使你在濠河
畔和唐闸、天生港、狼山三镇匆匆一瞥，也能很
快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深深的印象：整座城到处可
见张謇巨人般的身影以及他遗落在此的“百年梦
痕”。南通被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亲切地称作

“中国近代第一城”。
要说博物馆城、“中国近代第一城”，我更想

说的是这里公共博物馆之多，市区每5万人拥有
一座博物馆，领先全国。

公元 1895 年张謇创建大生纱厂，10 年后设
立拥有园囿的博物苑，至今已有 114年。南通成
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发祥地，也成为中国博物
馆事业的肇始地。中国博物馆界同仁都想来看一
眼自己的“鼻祖”。

进入新世纪，这一亮色再次添彩增光。中国
珠算博物馆率先在北濠河畔建成，珠算是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却非南通特有，国家有关部门看
中的是南通文博的特色和南通人的用心用情。进
得馆去，小的如发饰那么袖珍，大的乃红木巨制
算盘，令见多识广的时任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库
敏斯女士也大开眼界。

没过多久，又一个国家部门再次相中南通，
国家级的审计博物馆也落户北濠河畔，与珠算博
物馆相毗邻。理由完全一样，“文博之乡”南通
是中国文博事业历史发展的窗口。如今它已经入
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近年，这种国家级博物馆扎堆的现象再一次
升温，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在张謇所办大生八厂
原址建成开放。张謇先生既是实业家、教育家，
也是一位近代慈善家,学术界的共识催生了这一国
家级的博物馆。

各种力量一起来办，财政给予非国有博物馆
补贴。十来年间，濠河两岸新增了一批重量级文
博场馆，新老文博场馆共有20多座。环濠河博物
馆群蔚为壮观，被确定为全国公共文化示范区。
新建的城市博物馆与南通博物苑隔河相望，连接
两个馆的一座桥同时也联结了近现代。

赵无极先生在南通度过了难忘的中小学时
光，他和南通籍美术家造就的中国南通美术现
象，催生了一批美术馆和名人馆：国家工艺美术
大师吴元新的蓝印花布艺术博物馆，还有沈寿、
王个簃、尤无曲、范曾、范扬等美术名人馆如夜
空星辰，散落在社区街巷。民营的中心美术馆创
办起来了，10年就举办了150个展览，60多场讲
座，100多次大大小小的文艺活动；政府创办的
综合性美术馆也已封顶。通作家具博物馆、红木

雕刻艺术博物馆、梁承榨榛博物馆、榫卯文化博
物馆等木作非遗博物馆也正在兴建。

依据地域特色、历史遗存，南通已构成一个
有机关联的博物馆体系。

刚到南通读大学的梁同学兴奋地打电话告诉
家人：“我正在慈善博物馆参观呢，南通的博物
馆太多了，一个星期还看不完！”拥有如此密集
又风格迥异的博物馆群落，是南通绵延历史文脉
的荣耀，也是抵达这座城市的中外访客热烈追捧
之处。因为它们带你进入的不只是一个物质化的
世界，更是历史文化的宝库。一座馆就是一座文
化地标，浸润着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

博物馆是城市展陈历史、展现文化的一扇扇
窗，通过它们不仅能看到城市的底色，还能看到
城市的亮色。博物馆文化成为南通江海文化的一
抹重彩，这里的博物馆成了市民和中外宾客最好
玩的场所。要看博物馆就要到南通，到南通玩就
去博物馆。

上图：小学生们参观博物馆。
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供图

到南通“玩”转博物馆
黄正平

到南通“玩”转博物馆
黄正平

本报电 （宗 文） 日前，“2019
年首届中国马镇国际定向马术三项
赛”在河北丰宁满族自治县举办。定
向马术三项赛，是国际马术旅游联合
会重点推广的标准国际马术项目。据
悉，本次比赛分为国际组、国内组及
少儿组三个组别，由美国、法国、英
国、爱尔兰、奥地利、丹麦、新加
坡、俄罗斯等 10 个国家和地区协会
选派 13 名选手及国内各地选手参
加，是河北省举办的马术赛事中外籍
选手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马术运动作为一项休闲时尚运
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丰宁满族自治县大滩镇坝上草原，地
处内蒙古高原南缘，是天然的草原避
暑胜地。近年来，丰宁县发力“旅游休
闲康养”产业，重点打造“马文化”主题
旅游品牌，创建国家级马术运动基地
和全国良马饲养繁育基地，打造出新
业态特色小镇——中国马镇。以中国
马镇为龙头，坝上草原地区逐渐实现
了从纯粹的观光游到四季休闲度假游
的转变。此次比赛将马术比赛与文化
旅游相结合，为游客与马文化爱好者
搭建一个了解、体验、参与马术的综合
平台，也为丰宁探索“体育+旅游”融
合发展作出了有益尝试。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锦屏县固本乡东庄村种植的 230
亩金丝皇菊竞相绽放。

东庄村海拔850米，有梯田1500
余亩。近年来，该地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在梯田
上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脱贫
致富。

图为农民采收金丝皇菊。
杨晓海 杨系峰摄

河北丰宁举办国际马术赛事

梯田盛开皇菊花

营造城市休闲空间

1933 年，《雅典宪章》指出，城市规划
的目的是保障居住、工作、游憩与交通四
大功能活动的正常进行。“强调城市的‘游
憩’功能，这一观点至今也不过时。”世界
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魏
小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一座好
的城市一定是一座休闲的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的

《休闲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休闲发
展报告》（下文简称《休闲绿皮书》） 指
出，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孕育了城市的
休闲功能，城市休闲化发展是城市发展
水平提高的重要内容，是居民生活质量
提升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城市居
民生活幸福感及城市宜居度的一个重要
指标。

那么，大城市能不能休闲？对于这

一点，魏小安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只要
能营造出好的休闲空间，休闲和大城市
并不矛盾。”大城市寸土寸金，高楼林
立，如何保证大城市的休闲空间？魏小
安举例介绍，北京通过打造小微公园，
为市民营造出适度的休闲空间，值得赞
赏和借鉴。

今年，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启动了
17 个小微绿地改造项目，通过实施微绿
地、微景观、微设施、微循环、微空间

“五微”改造提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为居民提供休闲活动场所。像这样的小
微公园在北京还有许多。通过环境整
治，许多原本毫不起眼甚至是“脏乱
差”的城市角落地带被腾退出来，这些

“边角地”经过规划重塑，成为有树有
花、能休闲能健身的“新亮点”，变身为
散落在居民身边的小公园。魏小安强
调，正是这些以人为尺度打造的步行空
间、休闲空间，成为最能体现一座城市
人情味的地方。

产业发展正当其时

“休闲活动自古有之，并不是一个新
概念，但是只有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
一定程度，休闲才能真正产业化。目前，
中国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魏小安说。

《休闲绿皮书》按照城市休闲指数列
出了排名前十的城市：上海、三亚、北
京、珠海、深圳、青岛、厦门、杭州、
西安和拉萨，并指出对于经济实力较强
的城市，休闲空间与环境是其城市休闲
化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伴随着城市经
济的发展，大量人口前往经济较发达的
城市居住以及就业。密集的人口使得这
些城市人均绿化面积缩减，空气质量下
降，污染问题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着城市休闲化整体水平提升。

“大城市的空间越来越紧张，人们的
休闲需求却不断增长，那么，大城市人
们释放出的休闲需求就会向三四线城
市、中西部城市转移。”魏小安指出，当
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休闲产业兴
旺，正逐渐带动全国休闲产业的发展。

江西宜春有着优良的自然生态和丰
富的温泉资源，每年吸引大量的外地游
客前往休闲度假。据不完全统计，有1.2
万余上海人在宜春购房。“交通条件不断
改善，人们出行更加便利，城市之间日
益近程化，休闲消费需求的转移可以更快
地变为现实。”魏小安说。近日，《江西省
高铁经济带发展规划（2019—2025年）》发
布，到 2025年，江西省高铁运营里程将超
过 2100公里，通过高铁的串联，将有更多
游客能更便利地前往江西各地旅游。

品质化是必由之路

2004 年，在“杭州旅游国际化战略研
讨会”上，杭州明确提出“东方休闲之都”

的发展目标和品牌，经过 2006年世界休
博会的大力推广，杭州的“休闲”城市
品牌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认同度。
2007 年，杭州又确定以“生活品质之
城”作为杭州的城市品牌。“休闲”和

“品质”两大目标定位，被视为杭州旅游
发展的科学抉择。魏小安指出，作为中
国最富盛名的休闲城市，杭州的城市品
牌打造得很成功，尤其是对“品质”的
重视和突出，符合休闲产业发展的趋势。

《休闲绿皮书》中指出，休闲产业与
经济以及休闲设施与服务是城市休闲化
发展的重要依托，休闲产品与服务的供
给质量影响休闲消费的升级发展。

“随着人们休闲活动的增加，对休闲
产品的品质追求势必越来越高，休闲产
品的供给必须跟得上人们需求的增长。”
魏小安认为，目前我国城市休闲产品普
遍不足，乡村休闲产品全面发展，但品
质仍待提高。此外，山地休闲、滨海休
闲等产品也在逐步完善。

魏小安建议，城市应当构建一套休
闲体系，包括商业设施的休闲化、传统
建筑的格局变化、城市中央休闲区域的
建设以及各种休闲的公共服务设施。“休
闲体系完善的城市会让生活在这里的人
们感觉更舒适，对外来的游客也更加有
吸引力。”魏小安说，休闲城市建设应当
成为城市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休闲城市：让人更幸福
本报记者 尹 婕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已从以观光为主发展为

以休闲度假为主，休闲产业日益受到各地重视，这其

中不仅反映了旅游业的时代变化，更是一地生态环境

改善、推崇绿色发展理念的体现。

近日，2019世界休闲发展高峰论坛、第三届中国

（北京）休闲大会、2019南京玄武国际时尚周暨第三届

城市休闲旅游节、2019中国（日照）国民休闲水上运

动会等一系列活动相继举办，“休闲”成为它们共同的

关键词。

关注宜游城市⑦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游客在江苏徐州一非遗主题民宿内休闲。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市民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东高地百姓公园内休闲。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