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责编：尹 婕 邮箱：rmrbyinjie@163.com

2020年2月19日 星期三

救市之策保障稳定
“人民有需要，市场有供给，政策有

支撑，暂时的困难不算什么。”

谈及眼下这场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人们总会将之与
17年前的“非典”相比较。2月6日，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主
办的线上座谈会上，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这样说：“与
2003 年相比，今天的中国旅游业已经不再是封闭运行的
世界，而是进入大众旅游新时代、全域旅游新方位、文旅
融合新阶段。”

旅游主管部门的应对措施也更加果断和及时。春节
假期第一天，文化和旅游部即宣布“停组团、关景区、
防疫情”。此后，为保障旅游产业稳定，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
和旅游部等出台了相应政策。其中，2月6日，文化和旅
游部办公厅发出通知，对“全国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
金、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暂退标准为
现有交纳数额的80%”，期限两年。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各
自的救市之策。

近日，在各行各业纷纷复工复产的大趋势下，旅游
业复工也被提上日程。2 月 17 日，四川省政府发布了

《关于支持文旅企业做好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复产的十条措
施》，明确提出文旅企业可在落实防控措施、加强卫生管
理、确保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合规、有序实现复工
复产；2月 16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为做
好全省 A级旅游景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动 A级旅游
景区“复工复产”，印发《山东省A级旅游景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手册》；2月14日，浙江省发布新冠肺炎防
控旅游景区有序开放工作指南。

戴斌指出：“人民有需要，市场有供给，政策有支
撑，暂时的困难不算什么。旅游不仅会战胜这次疫情，
还会迎来更好的发展局面。”

旅游行业积极自救
“紧日子、苦日子也是倒逼改革转

型、策划创新之机。”

与此同时，旅游行业也在积极开展自救。疫情发生
后，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行社协会、中国旅游景区协
会、中国旅游车船协会、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以及湖
北、北京、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旅游行业组织很快
做出反应，及时回应会员所关心的政策、法律、信息和
数据需求，形成应对指导意见和政策建议。戴斌提出，
行业组织在会员服务方面还可以从会费减免、公益培
训、损失评估、政策建议，特别是协调资源商、供应
商、平台商、渠道商和代理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提供支

持。为维护旅游商业共同体的利益，各类各级旅游行业
组织要有集体行动的意识，及时与金融、保险、交通、
零售等领域的商会和协会进行跨业沟通。

对于旅游业而言，一场疫情也是一场残酷的洗牌。
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指出：“站得住脚的企业必定是行业
的精英、产业的标杆。说了多年的文化旅游供给侧改
革、产业转型升级蹒跚而行，也许在苦日子中会加速推
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紧日子、苦日子也是倒逼改革转
型、创新之机。”

“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和难以预测的疫情走势，固然
会有迷茫、观望乃至哀怨、悲观者，但更多的旅游企业
则显示出从容、定力、理性和谋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旅
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撰文指出：“正所谓淬火弥坚，春迟
花繁。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的中国旅游业，经此一疫，犹
如高温之时极速冷却的淬火，其刚性、硬度、韧性必将
得到全面提升。”

旅游需求仍在积聚
“待到春暖花开，我们一起去看祖国

大好河山！”

戴斌介绍，2000年以来，国内旅游持续高速增长，2019
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8.9%和

13%。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第三季度农村居民出游总花费
同比增长 22.3%，消费能力提升明显。近年来，在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区、降低国有重点景区门票价格、国家文化公
园试点、部署推进厕所革命等一系列重点工作的扎实推进
中，旅游消费潜力得到进一步有效释放。

“强劲的国内旅游消费，正在促进大众旅游的纵深发
展，并深刻影响和支撑着国民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旅
游已成为衡量现代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成了人民幸福
生活的刚性需求和生活方式。”戴斌指出。

在这个漫长的春节假期，“云逛”“云游”成为人们
居家旅游的新方式，线上看展览、“一机游”等新技术与
文旅产业融合的产物，为人们带来科技旅游新体验，满
足了特殊时期人们的旅游需求，也将成为未来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的试验田。

在“云旅游”的同时，许多人也在心底做着旅游规
划，期待在不远的将来可以付诸实施。宅家的这段日
子，北京市民时鑫鑫常和儿子一同阅读。在读到父子两
人共同学过的语文课文《赵州桥》时，儿子眼中闪耀着
期待的光芒。“桥面两侧有石栏，栏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
案：有的刻着两条互相缠绕的龙，嘴里吐出美丽的水
花；有的刻着两条飞龙，前爪互相抵着，各自回首遥
望；还有的刻着双龙戏珠……”时鑫鑫向儿子允诺：“待
到春暖花开，我们一起去看祖国大好河山！”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
了旅游从业者们的计划，民宿业
主也不例外。被困在民宿里的主
人，突然感到时光的漫长和日子
的无聊，每天望天观山看狗跑，
焦躁不安地等待，很多民宿业主
陷入迷茫和忧患之中：我们该怎
么办？我们眼下该做些什么？

在笔者看来，当务之急要振
作精神思考，经历重创后民宿的
春天在哪里？可以预见，经过此
次疫情，民宿市场必将出现竞争
格局，游客在选择民宿时会更趋
理性，具备山水资源禀赋优越、
健康卫生、用品用材天然、服务
优质等品质的民宿将更受市场青
睐。要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民
宿必须找准转型提升的方向，并
提前部署。目前，尽管游客进不
来，民宿业主也绝不能“两手一
摊，无奈等待”。在我看来，眼下
这个“疫情时期”正是民宿业主
潜下心来练内功、强本领的好机
会。不出行、不聚会，各自守着
自己的民宿空间，借助网络和现
代化工具，民宿业主仍有许多事
情可做。

这是补好民宿业务课、提升
民宿内涵的契机。许多民宿“匆
匆上马”，在民宿内涵、营销、服
务、品质上还存在一些缺陷，平
时无暇提升和完善。一方面，民
宿业主可以趁此时机，学习相关知识和业务，练好内
功。另一方面，疫情期间，民宿不可能进行大工量的
装修装饰方面的提升，但在提升民宿的内涵方面，有
许多事可做，例如，可对民宿的内外环境、室内硬
装、摆设、软饰、民风民俗文化呈现等诸多细节加以
完善。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文旅局倡导民宿要有“五
个一”，即一桌民间土菜、一个文创伴手礼、一个体验
活动、一个农家小菜园、一个文化书坊。这可供各地
提升民宿内涵时参考。

这是打造民宿形象、营销民宿产品的契机。“宅”
在家中的民宿业主，不妨静下心来，整理筛选客人名
单，以短信、微信等形式传递暖心的关爱和问候，跟
客人进行感情联络，逐渐培养一批稳固的客户群，一
旦市场恢复，他们将会是最忠诚的客户，同时也能给
民宿带来口碑效应。民宿宣传营销不能只停留在漂亮
的庭院、亮堂的大厅、整洁的客房上，其实，一切有
关乡村的话题和故事，甚至是每天的日常生活场景
等，都能吸引游客们的兴趣。此外，在目前的特殊时
期，民宿业主还可利用乡村特产、特色资源，制作一
些民间手工品及特色小食品等，这些物品既可作为民
宿的一个吸引物，也可通过网络售卖，补贴民宿收入。

这是探索抱团取暖、互助合作的契机。民宿抱团
合作是发展趋势，在当前的形势下，更需如此。民宿
之间可以按照一定的区域范围或发展方向等，在自愿
的基础上，结成联盟等形式，以便围绕资源共享、平
台共建、市场共推、品质共提等方面，集聚力量，开
展工作，在线路产品设计、公共体验项目、市场营销
等方面抱团合作。

尽管宅在家中，民宿业
主依然可以积极作为，在不
远的将来为民宿发展打开一
方新天地。

乡村的月亮很美。
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个时间节

点上还有心情写“风月”吗，不是
的。这个冬天与春天，全国人民都
是在同一种氛围下度过的。按内蒙
古巴彦淖尔市委组织部的安排，
2020 年 2 月 3 日晚，我到磴口县包
尔盖农场，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抗
击疫情，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不同寻
常的正月十五。

在去给各卡点送元宵的乡路
上，有人说“月亮升起来了”，在
我听来，这是这段时间以来，最有
风情的一句话了。下车的时候，我
匆匆向天空上的满月张望了一眼，
毕竟时境不同，心境不同。那些被
病毒感染的人，那些穿着防护服救
治病人的医护人员，那些执勤值
守、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抗疫”
人员，还有更多宅居在家里的人，
大家最关注的已不是十五的风情，
而是全国都在防控抗击的疫情。

所谓卡点是为控制人员流动而
设置的，封闭管理道路、小区、村
落等，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登
记、测温、消毒，各地的状况一
样。在农场中心要道处设置的卡
点，是用一节旧铁皮车厢改造的，
也就两三平方米，里面摆放着两张
窄床、一张小方桌用来放水杯及方
便面等食物和一个铁炉子。这个简
陋的卡点棚，弯腰才能进去坐躺
着，供值守人员轮流休息。若紧挨
着坐满了，能挤五六人，当然，原
则上是不允许多人聚集的。

这里近山，最冷的那几天，零
下十几度，需穿棉大衣、点旺小铁
炉才能御寒保暖，尤其是夜晚。当
地一名领导从家中拿来一个平锅，
在小铁炉上煎了元宵、山药、土豆

片等，与值守人员一起吃，增添了
一点节日气氛，也说了些轻松的
话，再难的时候也不能丧失生活的
希望和渴望。“往昔元宵街如昼，
今年十五共团圆！”我发了一句祝
福的话到相关微信群里，其实更似
一条劝慰宅居的标语口号。

几句古诗因出现在日本捐赠的
物品箱上，而被刷屏盛传。“岂曰
无衣，与子同裳”（《诗经·秦风·
无衣》）“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与鉴真东渡的记载有关）“青山一
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
昌龄 《送柴侍御》），表达的都是
虽有不同却共通的情意。

等“抗疫”胜利后，人们必将会
有诸多考量及反思：我们应当如何
面对人类朝夕相处的、依存依赖的、
默默承载的大自然？“万物有灵”。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棵小草都有它
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有其使命，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周遍寰宇都是一个共同体。柳枝抚

过你的额头，你会感到惬意，五谷及
柔嫩的草叶让你咀嚼，你会感到舒
适，这是天地仁爱之心。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
是两乡。”从正月十五到今天，在
我坚守的这片土地上，月光舒缓地
照过田野、村落和亮着灯光的卡
点。目前，这里暂时没有出现疫
情，但是大家的状态依然是绷紧
的。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上下防控
严密得力，治疗有效，这里将不会
出现疫情。我们还要战斗下去，让
这一乡明月静静照满乡。

图为一加油站内，工作人员在
强调防控要求。 郭世杰摄

这个春天，云南大理山野的花，
也被新型冠状病毒隔离在人们的视野
之外，可欣赏与否是人的事，开或不
开是花的事。你看，又到报春花开遍
山野的时节了。

那些空寂很久的核桃林下，连片
的粉红色小花对着苍山顶的白雪轻轻
摇曳，成群的绵羊在花间啃食，我多
想此刻就奔向那片报春花，向花诉说
困了很久的心事。看着看着，脑海深
处那些曾经遇见的报春一朵一朵入梦
来……

最早开的，大约就是报春花了。
在大理苍山西坡，每年一入冬，报春花
就开始试探严冬的力量，到年底就忍
不住了，大片大片展示那粉红的魅
力。有一年的二月间，苍山突降大雪，
且罕见地堆积到故乡的村落间，我回
到古老的核桃林下拍摄初春的玉树琼
枝。目光一直向上，在拍一棵盘虬卧
龙的雪树时，不经意间的俯身一瞥震
惊了我：我的脚下，满地白雪堆积，可
几株报春竟破雪而出，粉红的花朵迎
风怒放。那一刻，我差点掉下泪来，再
微小的生命，也渴望春天的到来！

最曼妙的，大约是四月怒放的苣
叶报春。初识是无心插柳。那天，我
们一行人上苍山看杜鹃，在靠近峰
顶的黄杜鹃树下，我发现两株开成球
状的草本花，更奇特的是花开两色：
一株浅蓝一株粉白。我偏爱蓝，对着
浅蓝拍了又拍。那粉白一点也不惹
眼，回家后我才搞清楚蓝花常见而白
花稀有。五年后，在三台坡顶上，我
遇见了大片的苣叶报春。在坡顶路边
的潮湿处，先发现几棵苣叶报春，妻
子说继续走一定会遇见更多花开。果
真，向前不久，路转到北向的背阴坡
时，我们遇见了苣叶报春花海。这里
的苣叶报春，花葶一株比一株肥壮，
伞形花序一朵比一朵硕大，有的挨挨
挤挤连成一片，有的独占高地傲视群
花，有的在还未融化的雪地旁盛大开
放，拍着拍着，我们遇见了一片蓝色
花中夹杂白色花的苣叶报春。蓝色也
许才是本色，可外在环境一直在变，
只有改变一些固有习惯，才能适应外

界继续生存。
最高冷的，大约是五月绽放的大

理独花报春了。开在苍山的峰脊线
上，它确实有高傲的资本，更关键的
是，它有硕大的花朵以及与众不同的
形态。那年五月，我们上鹤云峰，在
接近山脊的阴潮处，突然遇见了它。
不见叶，只见五六寸高的圆形花箭，
顶着一个横向伸出的浅紫色喇叭。穿
过低矮的杜鹃林，林外草甸上无数喇
叭正安静地举在空中，似乎只待我的
一声令下就会齐声吹响。五月山顶依

旧寒冷，可这花一开，就吹响了花开的
集结号，预示着苍山顶春天的到来！

最难忘的，是七月初开放的紫
晶报春。那年，我们从一个叫关房
坪的地方启程，顺着山脊线漫步上
山。坡不陡，景正好，一路行走中
三台相机惬意拍摄。在接近峰顶的
一个小山坳中，我看见了紫色的报
春花。那是天然纯正的紫！没有一
丝一毫的杂色，花上还挂着晶莹的露
珠。花色的纯紫，露珠的晶莹，一起
组合成这花的名字：紫晶报春。花
奇，叶片也奇——那叶的表面，似

乎有一层润润的油性物质覆盖，让我
们的心事也随之缓缓荡漾……

九月间我还遇见一种报春花。那
天，我在黄草坝准备下山时，在一个
巨石脚下，发现几丛微型报春花。若
是盛花时节，这样小的花一定会被忽
略，可那是九月，夏花开尽而秋花未
盛。回家求朋友指点，得知这是“穗
状垂花报春”。只顶着一朵花，怎么
成了穗状？花都仰着头开，怎么叫垂
花？经朋友耐心指点，我才理解了这
花，理解了报春这名字：名为报春，

其实，报告的不一定是四季之春，也
可以是心中常存的美好，只要心中有
爱，时时刻刻都可以是春天！

这穗状垂花报春，大约开到十
月，而十一月起，四季轮回中最初的
寻常报春花又将登场。

据说，报春有500多种，在苍山
西坡有几种报春我想见而没见过。原
本我打算这几天出发寻觅，可突如其
来的疫情让我们困于一室之内，那些
美好，大约只能期待来年了。生活终
将继续，春天一定会到来！

图为游客走过一片报春花海。

淬火弥坚 春迟花繁

中国旅游锻造韧性
本报记者 尹 婕

挺过“寒冬”，是这个春天里中国旅游业界共同的目标。一场突发疫情，让高

度依赖市场的旅游业暂时停摆，也给旅游业未来的发展带来复杂影响。前路艰辛，

更需谋划。如何早日迎来疫后市场振兴，中国旅游业探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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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下午，112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滞留三亚的湖北旅客乘坐包机返回湖北。黄晓慧 袁永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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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守明月照满乡
元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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