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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游客提供最大保障

文化和旅游部 1 月 24 日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
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品。随后，
北京、上海等多地出台具体细则，1月 27日
后包括出境游在内的所有团队游及“机票+
酒店”服务全部暂停。此时，游客面临的是
取消更改行程及退款等一系列问题。

随即，各大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纷纷
出台政策，积极处理退团、退订业务，第一
时间为游客提供保障服务。携程网、去哪儿
网、同程网、途牛网、飞猪、美团、马蜂窝
旅游等多家企业将退订保障延至 2 月 29 日，
并为游客退款垫资达到数亿元。

客服人员成为了旅游业抗击疫情的先
锋。每天，他们面对着数十倍于平日的订
单，倾听着用户焦急的需求，记录着每个用
户的需求，安抚用户的情绪。为协调一个退
款订单，客服要与供应商反复沟通政策和成
本。为简化用户操作流程，马蜂窝旅游上线
自助退改通道，截至 1月 30日，已为用户即
时退款垫资超过 5 亿元人民币。旅游是一个
复杂的产业链，面对海量咨询和退订需求，
客服需要一些时间去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关
系。客服夜以继日守护的不仅是游客的经济
利益，更是他们战胜疫情的信念和对未来旅

行的美好向往。
据记者了解，相比于单一的交通、住宿

类产品，出境游产品的构成往往比较复杂，
因订单取消带来的机票、签证、地接、酒店
等一系列问题可能使游客遭受更多损失。中
国旅行社行业协会在线旅行服务商分会发起

倡议，马蜂窝旅游联合途牛网、驴妈妈旅游
网、中青旅遨游网等十余家中国在线旅游服
务商，共同向海外旅游商家发出倡议，呼吁
海外商家协助各平台为中国游客提供疫情期
间的保障机制，积极妥善地为游客办理取消
或延期出行事宜，全力降低游客损失。

从海外带回医疗物资

尽管旅游业因疫情遭受严重打击，但在
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旅游人的担当却一刻没
有停歇。众多导游领队自发从世界各地筹集
大批医护急需的物资。“疫情来作妖，恰逢
庚子到。离家云游客，未忘捐口罩。”这是
中青旅的领队孟凡钧的即兴创作。春节期
间，他带团从北非回国，买了一大箱子口
罩，用于回国捐赠。在他的带动下，所带团
的全体团员各自带了一箱口罩回国。

众信优游武汉分公司的小万，一边在
印度四处寻找防护物资生产厂家，一边夜
以继日地为从泰国、越南、印度、德国、
美国等多个国家急需带回国内的防护物资
寻 找 时 间 契 合 的 领 队 。 全 景 旅 游 领 队 胡
帆，1月 28日深夜，自泰国回国并带回一批
防护物资，又连夜联络国内物流，确保物
资第一时间到达受捐医院。优耐德旅游领
队杨庆林、何云飞、邱永静，分别从印度

和印度尼西亚带回了当地旅游界热心人士
集体捐赠的防护物资。

面对疫情，湖北省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
公司文旅运营中心的负责人杨志敏，组建了
湖北中旅抗击肺炎志愿队，联系到了英国、
日本等国家的华人组织，通过募捐，购买了
大批的护目镜、防护服和医用口罩等急需用
品，在最短的时间将这批物资运回湖北。

1 月 30 日，身在泰国带团的中国国旅
（广东潮州） 旅行社有限公司领队黄沛香了
解到有海外人士捐赠的物资需要寄回武汉的
消息，第一时间主动联系，愿意将物资带回
国内。但物资有45大箱，黄沛香与团友充分
沟通，又联合另一个潮州旅行团一起，争取
航空公司支持。1月31日，7万个口罩和250
套防护服降落汕头后立刻运往武汉。

据了解，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
司旗下各地国旅、中旅、港中旅等旅行社在
境外的导游领队自发行动起来，积极协助各
方渠道的医疗物资运送。目前，经多名境外
领队协助运输回国的包括医疗口罩、防护
服、医用手套、护目镜在内的医疗物资总计
已超50万件。

多举措应对期盼春天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蔓延，
多个国家和地区采取航线停飞、入境限制等
措施，导致在海外的中国游客滞留。相较而
言，非跟团游客面对的情况更加复杂。携程
机票事业群客户服务高级经理何声宇建议，
游客可首先查看所乘航空公司有没有无损退
票机制，有则退订与重新购买同时进行。而
由于航班数量骤减，可选的国内航空公司新
票的票量也很紧张，所以先抓紧订好新票是

保证出行的好方法。
2 月 1 日至 4 日，150 名在土耳其、卡塔

尔、埃及等目的地的中国游客陆续要返回国
内，但由于部分航空公司的停飞，他们归途
受阻。优耐德旅游紧急联系了阿联酋航空、
埃塞俄比亚航空等航空公司，协助游客转机
回国。数百名原计划近日从欧洲各地飞回国
内的游客，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行程更改。
优耐德旅游产品部门、机票部门以及前方领
队们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为游客安排了新
的飞行计划，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给客人带来
的不便和损失。

与此同时，旅游企业积极捐款，支援疫
区防控。中国旅游集团和华侨城集团分别捐
赠2400万元和3000万元，用于支持湖北省等
疫情严重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景区景点、博
物馆等文化旅游场所均临时闭馆，为丰富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和旅游部近
日推出“在线公共文化服务”。人们可以在
线观看多家博物馆的线上展览，参观国家
博物馆 30 多个虚拟展厅，查询故宫博物院
文物信息，参加国家图书馆线上线下结合
的公开课等。

世界旅游组织2月2日发表声明说，中国
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迅
速、坚决”，在这一挑战时刻，世界旅游组织
和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及旅游业团结一致。
中国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旅游业的真正领军力
量，相信在中国从这场疫情中恢复的过程
里，旅游业将如过去曾多次证明的那样提供
重要助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旅游业对未
来充满信心，旅游人对旅游的热情不会停
止，对旅游行业依旧热爱，共同期盼春暖花
开时。

“我们还好，一直呆在家里没出
门，就是今天去了定点超市买菜，都
是快去快回。”表姐抱着不到1岁的孩
子在微信视频里对我说。

表姐一家4口人住在武昌，从1月
23日那天起，她的生活和千万武汉人
一样，进入了特殊时期。听到她说身
体还好时，我放心了不少。自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出现以来，我
与湖北老家亲人的视频电话日益频
繁，随时都会从他们那里了解家乡城
市的最新情况。

而这也是我在北京居家隔离的
第 14 天了，这 14 天我从没走出家门
半步。

疫情来袭

我的家乡是湖北西部的一座地级
市，紧挨着长江，双层货轮常鸣笛从江
面驶过，驶进三峡深处。这里的人们
夏天爱在马路牙子上支起小桌喝凉虾
吃烧烤，冬天爱围坐在取暖器旁打麻
将嗑瓜子。年味常与窗外风干的香
肠、油锅里的糍粑鱼联系在一起。临
近过年，我总会想念那个味道。

我是在1月20日被一个电话紧急
叫回老家的：外婆去世了。匆匆向单
位请完假，我便戴好口罩踏上了返乡
之路。那天晚上，新闻播出，专家组
正式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传染存在人

传人现象，武汉两天内新增 136 例。
我在 1 月初就听说了这个病毒的名
字。“还好我戴了口罩。”我心想。

武汉是我回家的必经之地，我的
大学四年也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热
闹城市度过。那一天，高铁上约有 1/
3 的人还没带口罩，乘务员亦是。我
邻座的一个姑娘也没戴口罩，只是全
程十分紧张地用衣服包住口鼻。

就这样，我捂了好几个小时的口
罩回到了老家。此时，这座城市看上
去还没什么异常，街上三三两两有人
戴着口罩。那时，城里的人还想不
到，这场以武汉为重灾区的疫情会蔓
延到以整个湖北省为中心。

送走外婆，已是 1 月 22 日。再看
新闻时，全国已有 25 个省（区、市）出
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数量
也大幅增加。街上戴口罩的人多了，
我突然意识到，疫情可能会变得严
重，于是赶紧催妈妈去药店买口罩，
并建议她取消去亲戚家吃年夜饭的
计划。

“没有了，明天早上 7 点来买吧，
越早越好。”药店人员说。

第二天，我妈6点起床，站在队伍
的第一个买了一些普通外科口罩，开
车挨个给亲戚们送到楼下。当天夜
里，武汉封城的消息已然发布。一觉
醒来看到这个新闻，内心几乎是“轰”
地一声感到不安，赶紧给表姐发消息

询问近况。
“我没事，但是孩子有点感冒咳

嗽，我很紧张。”
“没事别自己吓自己，按普通感

冒先吃药。”我只能安慰她。

自觉隔离

在开车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我妈忧
心忡忡。车窗外，行人少了很多，大家
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购物广场和餐
厅绝大部分都已关闭。

那一天，黄冈、鄂州、孝感、仙桃
等地交通管制的消息陆续传来。这
些城市由于离武汉较近，被确诊人数
迅速上升。飞机落地北京前，乘务员
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登记表，要求如实
填写个人信息和住址。

拖着行李箱回到北京家中，我赶紧
脱掉所有暴露在外的衣物，丢进洗衣
机，淋上衣用消毒液。又把行李箱和背
包用消毒水喷了个遍，把房间地板也拖
了一遍。因为养宠物，家里常备消毒
水，这个倒是不缺。待到所有的清洗工
作结束，我躺在床上刷手机，看到新闻
说患病者基本都有武汉接触史，专家建
议从武汉或者湖北返乡人员尽量不要
外出，最好自行在家隔离14天。

读到这些消息，我立马向单位和
社区汇报了我的行程。我知道，我需
要自行隔离了。

意 识 到 这
点，我先打开冰
箱 ，清 了 清 存
货，然后盘点了
一 下 需 要 购 买
的 东 西 。 既 然
不能出门了，总
得 有 计 划 地 囤
货。在网购时，
我均选择“无接
触 送 达 ”，避 免
和外卖小哥、快
递 员 等 其 他 一
切人见面，是为
他人负责，也是
为自己负责。

隔离的日子我几乎是每天睡到自
然醒，然后照常刷微博和新闻，了解疫
情的最新进展。在几个武汉或湖北的
游子互助群里，和一些没有回湖北的朋
友一同分享信息和喜怒哀乐，帮助转发
各类求助。听说有朋友的亲戚一家三
口人被滞留在乌鲁木齐，男主人是开长
途货车的，带着家属一块儿出行。因为
疫情加重，货运到新疆后就无法返回
了，而他们一家人也因为经过武汉被隔
离，当地政府集中将他们安置在了离乌
鲁木齐火车站不远的一家酒店里。身
边人的故事总是更能让自己感同身
受。看的新闻多了，对这个病毒的了解
也越多，也时常思考到深夜。有时流

泪，有时愤怒，有时鼓舞。

期盼春光

前两天，妈妈来电话说，小区全
部封闭了，买东西得靠电话向超市订
货。城市的隔离在加强，病情的蔓延
也有望得到抑制。“好好躺在家里不
添乱，就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我妈
在电话里叮嘱道。

隔离在家的日子并不无聊，看电
影、看书、玩猫，每天微信向湖北的家
人朋友问好已成了日常。一场疫情，
让我意识到以前对他们太缺乏关心。
同时，对自己的身体也格外关注，定时

测量体温，洗手的次数也比以前频繁
许多，一瓶洗手液已经用了近一半。

隔离是隔断病毒，阻止病毒蔓
延，在这隔离中，我期待春光的灿烂。

最近看了一个有关武汉的宣传
片，片子里说到“别怕再等一等，等这
个城市重新按下播放键，等地铁里的
人多到挤不上这一班，等大排档里吵
到必须扯着嗓子说话，等去武大看樱
花的人比花还多……”

眼泪一下模糊了双眼，记忆中
的湖北味道又袭上心头。是啊，等
到那时候，我也一定要回武汉，站
在长江大桥上，拥抱这座重新恢复
生机的城市。

加油：中国旅游业 团结奋斗战疫情
本报记者 赵 珊

今年春节，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游客的出游高峰

按下了紧急暂停键，旅游人的工作却按下了紧急加速键。景区景点关闭，旅

游业务停摆，文旅活动取消……中国旅游遭遇到突如其来的重创。上亿名游

客需要取消或更改行程，旅游业者第一时间积极应对，努力把游客的损失减

到最小，共同抗击疫情。

隔断病毒 迎接春天
任 可

疫情期间，途牛旅游网客服24小时为游客提供服务保障。资料图片

张掖市甘州区金安宾馆工作人员看望滞留的游客。王 将摄 （人民视觉）

滞留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旅客乘包机返回武汉。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广东拱北口岸中旅境外采购医用物资顺利通关。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