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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景区逐步进入“防控型复
工”阶段。3 万多家旅游景区是中国
旅游业的龙头，中国旅游景区协会、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近日联合中国
旅游研究院成立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振
兴合作机制，推进景区疫后的复苏振
兴，关闭的景区开始按下“重启键”。

提振信心

据旅游行业分析，受疫情影响，
春节期间全国景区收入损失巨大。面
对沉重打击，景区没有失去信心。中
国旅游景区协会会长、中国游艺机游
乐园协会会长姚军表示，景区已逐步
开放或准备开放，坚持防疫和复工两
手抓，尽可能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
实现行业的重启、复苏和振兴。

疫情不仅造成景区停业，还对旅游
市场、出游信心、出游方式等带来巨大
冲击。游客出游意愿的恢复，将伴随着
疫情防控形势逐步恢复。旅游市场的
恢复也需要较长过程。因此，重振游客
和市场的信心是复工阶段的重点。

“虽然全国上下复工复产，由于
旅游景区疫情防控的特殊性要求，即
使景区开放了，市场的恢复也需要经
历一个漫长过程。”中国旅游协会休
闲度假分会副会长、华侨城旅游研究
院院长王刚表示。

在清明上河园董事长王爽看来，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在疫情面前，我们
最重要的是坚定信心，现在把内功练
好，相信文旅行业的朝阳会再次升起。”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章德辉认为，疫情导致景区暂时关
停，并不能否定景区所具有的坚韧和生
命力。景区应坚信旅游发展的基本面
没有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
变，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没有变。

稳妥开放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一
些景区陆续实现了复工开园。2月底，
文化和旅游部下发了《旅游景区恢复
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中国旅游景
区协会也提出了“严格管控、有序开
放、因地制宜、科学复工”的建议。中
国旅游景区协会副秘书长周莉媛提醒
说：“疫情防控仍是景区当前的首要任
务，景区开放一定要符合各地防控要
求，遵循有序受控的原则，在确保疫情
防控到位，确保游客员工安全的前提
下，依各景区的自身条件有序开园，不
跟风，不搞一刀切。”

章德辉认为，旅游景区恢复开放
要遵循规律。市场全面恢复一般在疫
情解除两三个月后。景区全面恢复必
须以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交通以及各

类接待服务设施等产业链的全面恢复
为前提。旅游景区之间不必争先恐后
抢跑赛道。

当前景区复工急不得也缓不得。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中国
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会长魏小安
说：“主动抢跑可能会弄巧成拙，风
险防范不可心存侥幸。疫情过后的旅
游，不是复苏，而是振兴。只有按照
旅游市场新的追求和消费方式新的变
化，谋求创新，这才是希望所在。”

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会长葛宝荣
分析：“有的景区天天盼开放，开放后
又出现新烦恼，防护成本大，接待要求
高，客人却没多少。因此，景区不要盲
目开放。景区恰恰可利用这个时机思

考，要想生存，就必须主动创新。”
“要逐步恢复经营，欲速则不达，

不能急于求成，把基础做扎实，后面发
展就会较快。在恢复期，我们需要做
的是提升品质、创新产品。”苏州高新
旅游集团董事长顾俊发认为。

创新发展

疫情之后，游客再次走进景区，
眼前会为之一亮吗？河北野三坡风景
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马树起告诉记者：

“我们将防疫期变为‘闭关期’、修炼
内功的‘最佳期’。适时转型是景区
的唯一出路。目前，索道、停车场、
门区、游步道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正

在加紧建设，五月份将以崭新面貌亮
相。景区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
AR/VR 等新技术，转向智慧化管理
模式。”

海昌海洋公园开启了云游览、云
课堂，线上讲解海洋科普知识，线上
线下互动，家庭儿童客群的反馈非常
积极。海昌海洋公园执行董事兼行政
总裁王旭光说，现在海昌公园非门票
收入已占到 35%，游客的需求是可以
创造的，未来潜力无限。

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院长雷海粟
建议，根据旅游的社会性和公益性特
点，应将旅游景区纳入到国家的治理
体系和治理架构当中，特别强化在应
急管理、公共救援救助方面的功能，
并搭建旅游创新平台。

疫情之后，生活终将重归日常。
旅游景区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更多游
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未来的景区应当是安全的、健康的
和生态的。未来的景区必须让游客感
到生活的温暖和服务的品质。未来的
景区也应当是科技支撑和研发驱动的
数字化空间。旅游景区必将走向高质
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那天晚上真冷啊。我们站
在河边，对岸敌人的灯火就像怪
兽尖利的牙齿，明晃晃地刺着我
的眼睛。小鬼，你怕吗？报告首
长，我是红军战士，我不怕！那
一年我才 16 岁，那天晚上的枪
声真乱啊，只要主力部队不过
江，我们就要死守在江边上，活
着过江去，把湘江的这笔血债讨
回来……”

正在给学员朗诵《血色湘江》
的人叫岳启海，他极富感染力的
讲解回荡在整个红军长征突破湘
江纪念馆。岳启海是广西壮族自

治区兴安县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现在，他又被桂北红色文化
教育培训中心聘请任讲解员。

从开始修建兴安红军长征突
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起，岳启海
就心心念念要把兴安的红色旅游
发展起来。

1934 年冬天，红军在湘江边
上展开了长征途中激烈悲壮的一
仗，留下了红军堂、光华铺阻击战
旧址、红军标语楼等遗迹。近年
来，兴安大力发展红色旅游，让长
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2019 年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记
者再走长征路”采访活动以来，湘

江战役发生地兴安县再次掀起了
红色旅游的热潮。

去年底，“冬游猫儿山·翻越
老山界”纪念红军长征翻越老山
界 85 周年低碳徒步活动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据悉，
活动以后每年都会举行，结合红
色文化教育培训，把红军翻越老
山界的长征精神传承下去。

在红军堂前方的湘江畔，桂
北红色文化教育培训中心，一群
穿着红军服的学员正在模拟的战
场上冲锋陷阵，越过战壕、踏过
浮桥，呈现出当年红军战士勇渡

湘江的悲壮场景。
在兴安县红色旅游讲解员培

训班的课堂上，岳启海说，“我们
红色旅游讲解员就是为了能把湘
江战役的故事讲下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把长征精神一代一代
传承下去”。

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和红色
旅游资源，兴安县创新推出了集
培训、体验、实践于一体的“兴安
红色培训模式”。据统计，2019
年，兴安县红色旅游接待游客
53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98.36%，
红色旅游收入 13.7 亿元，同比增
长125.12%。

由于扶贫对接的工作原因，我们有机会几
次来到湖南省新化县。新化地处湘中腹地，是
湖南通往本省西部及西南各省的门户。新化
是中国梅山文化艺术之乡，奔放的新化山歌、
神秘的梅山傩戏和刚烈的梅山武术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汇聚在这片宝地。

走进新化，如同触摸到文化交融的鲜活化
石；品读新化，如同感悟到灵山秀水的典雅精

致。这里有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于一身的紫鹊界梯田，一眼望
去，20余万亩梯田线条流畅、气势磅礴。梅山
龙宫规模宏大、别具洞天，汇聚了溶洞奇观。

新化有中华人文始祖之一的蚩尤“祖山”——
大熊山，身临其境，方知“南方动植物博物园”之
美誉不虚。这里还有中国第一声控喷泉、亚洲
第一镂空铁索桥、亚洲最长的高山滑道……同
行的新化县友人介绍起来滔滔不绝。

然而，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新化长期
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级贫困县。我们
在新化一路走访，发现景色虽美，但养在深

闺，外界认知度并不高。“我们这儿太偏了，知
道的人比较少，来玩的基本都是周边地市的
人。”当地一位大爷说：“小伙子，听说你们是
做旅游的，能不能帮我们这里想想办法？”大

爷的眼里充满了期待。
开发特色的旅游资源，旅游扶贫是振兴

新化的好出路。中国光大集团对口帮扶新
化。2017年底，中青旅划转到光大集团，开启
了以文旅产业为特色的扶贫帮扶。三年多
来，中青旅相继在新化举办了会员大会，新化
旅游资源首次在全球旅行商面前亮相；投入
150 万元建设乡村旅游驿站，投入 1500 余万
元改造升级新化宾馆，改善和提升当地旅游
接待设施和能力。

在旅游扶贫过程中，中青旅创新扶贫理
念，形成“旅行+教育+扶贫”的新模式，连续两
年举办“认知远方的城市”公益研学夏令营，免
费邀请新化县贫困家庭青少年在北京开展研学
之旅。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游览故
宫、长城等名胜古迹，参观鸟巢、水立方等新地
标建筑；前往宋庆龄体验中心，亲手制作木艺和
扎染作品，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中国光
大银行做一回小小银行家，以职业体验课的形
式增长见识。来自新化县上梅镇四小的刘文静
同学说：“参加研学夏令营是我迈出‘行万里路’
的第一步，更增添了我‘读万卷书’的勇气和信
心。”研学活动为新化的孩子们打开一扇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的窗。

当前，新化积极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基地
建设，提出“旅游立县”战略，把全域旅游与精
准扶贫、农业产业开发、农民就业增收等有机
结合起来，凸显旅游富民强县的效应。截止
2019年底，新化县全年接待游客1403.35万人
次，同比增长16.75%，旅游综合收入103.84亿
元，同比增长 13.82%。旅游业增加值占本地
GDP 比重达到 16%以上，居民可支配收入
20%以上来源于旅游。新化人吃上了旅游饭，
迈上了小康路。

近日，淘宝直播“云春游”第三期又和人们
见面了。此次直播探秘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饲养员带大家去看2019年出生的大
熊猫“宝哥”“宝妹”“金宝”。观众用手机可观看
它们的可爱模样和日常生活。疫情期间，基地
实施了闭园管理。一个多月来，饲养员正常开
展大熊猫饲养、育幼等日常工作。通过直播，喜
欢大熊猫的粉丝们能更多了解它们的近况。

淘宝直播“云春游”作为旅游的创新形
式，自 2 月上线后吸引观众 1000 多万人次。
目前，已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
敦煌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中
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多家景
区进行了直播。甘肃省博物馆的专业讲解员
带着观众走了一遍“丝绸之路”，介绍各种具
有历史文化意义的青铜器和竹简。

3月 1日，1388岁的西藏布达拉宫进行了

历史上首次网络直播。100 多万人涌入淘宝
直播间，布达拉宫在1小时就接待了以往全年
的客流量。布达拉宫为了这次直播亮出了不
少“家底”，以往并不开放的金顶群、很少人能
看到的馆藏经书等，都一一在直播间里呈现
给观众。精美的瓷器玉器、龙袍、龙靴和朝袜
等都有细节的展示。观众在评论区里说：“这
些珍贵的文物只有在直播里才能看到。”

在海拔3700多米的地方呈现这样一场淘
宝直播并不容易。带网友“走”台阶的时候，
讲解员次仁卓嘎说话时都有点喘，评论区的
发言纷纷写道：“走慢一点”“我们慢慢看”。

淘宝直播结合了线下实景直播、专业主
播讲解、科普讲座和线上互动等多种形式，为
观众营造出别样的旅程。对游客来说，这种
足不出户、随时随地“出游”的感觉独特有
趣。有网友评论，这是另一种“自由行”。

因地制宜 科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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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贵州省三穗县贵洞景区踏春赏花。 田 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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