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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北京，春暖花开。北京
人开始有序地走进公园，感受春
天的气息。公园里一片片的花儿
竞相绽放，迎春花与连翘花最先
崭露头角，接着是樱花、桃花与
梨花陆续盛开，与此同时，柳叶
也开始抽芽，一夜之间，道路两
旁便染上新绿，时而有粉黄的花
儿交织，美不胜收。

最惬意的春天，一定要去颐和
园寻觅。我从东侧的新建宫门进
入，拾级而上，过了延旭牌楼，映
入眼帘就是昆明湖了。近几日，北
京的天气总有种雾蒙蒙的感觉，由
昆明湖西望，远处的玉泉山掩映在
一层薄雾中，显得更加神秘缥缈。
沿湖向北而行，游人还是颇多的，
走几十米便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手持

“请佩戴口罩”的牌子行走在人群
中，提醒游人们佩戴口罩，不可放
松警惕。受疫情影响，十七孔桥及
其所系的南湖岛景区临时关闭，桥
北面百余米的知春亭成了临时“小
替班儿”，一座红绿色调的小木桥
连接了知春亭与堤岸，桥下，水平
如镜，成群的小鱼苗清晰可见，引
得游人驻足观赏。亭内闲坐，过路
的风经过水面的加工变得湿润，北
面可以仰视万寿山、佛香阁，南望
可全揽十七孔桥，走累了，坐下来
歇歇脚，真是好惬意，下午三四点
钟的太阳温和地洒在身上，路旁的
侧柏映在假山湖石上，珊珊影动，
分外可爱。

昆明湖东北角的乐寿堂院内，
几株玉兰悄然盛放，许多人拿着

“长枪短炮”咔嚓咔嚓地拍着照，
若是在往年，恐怕这院子里的游人
已经比花还多了吧？傍晚五点钟，
院内渐渐安静下来，乐寿堂关门
了，游客散去，我静静坐在长廊休
息。远处，晚霞满天，湖岸的石栏
泛着金光，侧柏沙沙轻舞，闭上眼
睛可以听到湖水拍打岸边的声音，
很轻。春天的湖水颜色最喜人，是
那种浅蓝色，伴着岸边的柳枝松
枝，一切都是新鲜的色彩，是那种
让人见了便想一猛子扎进去游泳的
感觉，到了夏天则不同了，湖水泛
起绿色，总显得浓得化不开。

说来也有些可惜，前几日北京
忽然刮起大风，许多娇嫩的花朵
已经被吹得所剩无几，昆明湖北
岸，还有许多落入水中的碎花。
第一波春花刚刚吹落，新的花骨
朵还酝酿着，若不是迎春与玉兰
还在“坚守阵地”，真是要让人有
些失落了。若是在早春时节，整
个万寿山应该是美的梦幻的，曾
看到友人拍摄的春日颐和园，漫
山的桃花点缀着，有如斑斓的画
卷，我一直心向往之那般春日的
绚烂，却总是与之擦肩，悻悻而
归。也许，正因为春日短暂，我
们才向往着春日，我常想，“有遗
憾才有下次旅行”。

土特产是一个地方的品牌和名
片，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和旅游商
品。近期，文旅机构推出了土特产销
售直播，帮助地方打通销路，拉动消
费，如雪中送炭，助力当地复工复产
和振兴发展。

特产直播热卖

香格里拉松茸酱 105 克、昭平
黄姚豆豉 5 瓶、北海合浦海虾酥 4
瓶、贵州黎平腊肠 500 克、潜江楚
虾王蒜蓉虾 1650 克、桦川星火稻花
香大米 5 公斤……前几天，上海的
顾老先生看了 12 小时的直播，还认
真做了笔记，一口气买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数十件土特产，直呼“买到
停不下来”！

老人参加的是由景域驴妈妈联合
数十家文旅集团及地方政府共同主办
的“全国百位县长爱心义卖直播大
会”。近期，像这样的土特产直播纷
纷上线，许多地方官员化身网络主
播，介绍当地旅游风光、人文风情，
并现场销售当地土特产。

受疫情影响，云南省泸西县的
鲜 花 销 售 不 畅 ， 愁 坏 了 企 业 和 花
农。直播售卖让鲜花找到了出路。

“高原至美，花荟泸西！大家好！我
是云南省泸西县副县长邵志宏，现
在我们来到了汇鑫花卉种植基地为
大家现场直播……”邵志宏变身主
播与花农们成为“带货网红”。直播
当天，鲜花实现销售20万支。

山西省平顺县的不少农户注册淘
宝直播，并邀请县长秦军担任主播，
推介平顺的潞党参、辣酱等农产品。
3 小时的直播共销售 3 万多份，销售
额达100多万元。

“我们的豌豆是在蓝天白云下长
起来的。”云南省景东县副县长许亚
洲近日身着当地民族服饰，走入豌豆
田地，在淘宝直播间为豌豆代言，短
短10分钟，就卖出3000多斤豌豆。

疫情来袭让很多偏远贫困地区雪
上加霜，文旅机构推出的直播土特产
活动，帮助地方打通销路，带动旅游

土特产销售。

代表地方特色

新疆洛浦和田骏枣、安徽宁国山核
桃仁、云南香格里拉野生松茸、安徽砀
山酥梨、四川丹棱不知火橙、广西合浦
县海鸭蛋、山东商河县皇家扒鸡、云南
丘北雪莲果、广西昭平红薯干和陕西山
阳手工空心挂面等地方特产成为直播
中的“爆款”，受到网友的热情追捧。

这些热门的特产几乎是清一色的

美食。美食是旅游的主要要素。人们
去异地看风景，赏文化，更要品尝美
食。很多特色美食不仅是文化遗产，
也成为当地的品牌和名片。同时，这
些特产也是旅游购物的主要内容。

湖北省潜江市副市长陈庆忠在直
播中介绍：潜江作为中国的小龙虾之
乡，“潜江龙虾”已全线复工复产。
20 年来我们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生态
龙虾城，赢得了“世界龙虾看潜江”
的美誉。潜江人民用丰富的智慧和勤
劳的双手，推出了油焖大虾、蒜蓉

虾、卤虾、蒸虾、冻虾等100多个龙
虾菜品，创造了多姿多彩的舌尖上的
味道。陈庆忠邀请广大网友，待疫情
结束，来潜江赏水乡园林，听潜江花
鼓，大快朵颐地吃一顿美味小龙虾。

“各位老铁！今天我要向大家推
荐的产品是《舌尖上的中国》中提到
的松茸，它是农户从海拔 3000 多米
的山上采摘下来的，被誉为‘菌中之
王’……”香格里拉副市长张剑烽向
网友介绍松茸，并和藏族姑娘卓玛一
起现场炖松茸鸡汤。当天，共有 25
万多名网友进入平台观看直播，直观
地了解松茸之乡的美味。有网友留言
说：“等疫情结束，我就去香格里拉
看天堂般的美景，品尝松茸的美味。”

特产拉动消费

不少旅游目的地拥有众多质量
好、性价比高的优质特产，但很多却
是“藏在深闺无人识”。游客喜欢购
买旅游特产，很多时候会遇到不知道
是否值得买、怎么买到货真价实的特
产等问题。同时，旅游特产也缺乏专
注服务游客的购物平台。

防疫期间的线上直播为特产销售
探索出一条好出路。据了解，自本月
开始，景域驴妈妈将每月举办一次大
型线上“旅游好货节”，让更多拥有特
产的旅游目的地能推出产品，打造品
牌，也为游客带来质优价美的特产。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文旅
振兴 公益同行”线上巅峰大会上表示：

“商品销售不是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
的专利，旅游平台企业同样可以做。以
前，旅游电商平台和旅行社销售体系的
主导作用被忽视。部分进入到旅游消
费场景的土特产品，基本上是本色销
售，缺乏文化创意、场景营造、情感投射
和品牌附加的增值过程。传统旅行社
和线上旅行代理平台更加了解异地的
消费需求，可以高效地对接资源。未来
要培养一大批购物旅游的能人，帮助农
民了解游客的消费需求，了解资源转化
成产品的路径与方法，切实地帮助乡村
经营户实现商品销售。”

山东崂山：

青 岛 崂 山 景 区 近 日 有 序 恢 复 开
放，不少市民纷纷来到户外赏景散
心，感受盎然春意。笔者在仰口游览
区看到，游客间隔 1.5 米距离有序排
队，进山扫描“公共场所扫码系统”，
出示验证信息，佩戴口罩，依次测量
体温、接受火种检查后，才能验票进
山。景区内设置了消毒点，游客可进
行临时消毒。

青岛市民李女士说：“从春节假期
就一直没有出门，大家都在家里。这
两天一直关注景区，终于盼来开园，
第一时间带孩子来感受这久违的大自
然气息。”

“景区各方面的防控到位，虽然流
程多，但这体现了景区对游客负责任，
我们游览也更安心。”市民刘先生说。

据介绍，目前游客主要以本市持
崂山旅游年卡的市民为主。其他游客
可采取“无接触”网上预约购票模
式，通过崂山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

号、“一部手机游崂山”预约购票或现
场扫描二维码购票入园。 （王绪娇）

浙江乌镇：

东栅景区近日恢复开放后，迎来了
“有气”的春暖花开。在东栅，原汁原味
的水乡生活场面才是最让人惦记的。
暌违月余，东栅的生活依旧平静，滴答
的雨、静默的屋檐、沉寂的石桥……一
切都呈现着生活本来的样子。

上海的张女士和家人日前来到乌
村赏花游玩，她说：“前几天，知道乌
镇的乌村开放了，就想着带孩子来放松
一下。但毕竟在特殊时期，还是有些担
心。出发前一天，我接到了乌村的电
话，告知我们需要准备的东西，包括身
份证、健康码等，还非常贴心地把乌村
的位置、餐厅点餐二维码、注意事项等
信息发给我。到了景区，我们看到在入
口、住宿区都会测量体温以及消毒，
就连挖野菜用的篮子上面都标识着已
消毒，这些细节让我越来越放心了。”

来自江苏五方国际旅行社的导游顾
卫在乌村进行了一场“云游”直播。他
觉得乌村的生活可以用“晴耕雨读”来形
容，耕代表实践、读代表学习，无论天晴还
是下雨，都能主动把握人生。如今，游客
也可以感受当地人晴耕雨读的生活，或在
阅读吧学习，或在互动区实践活动。

目前乌镇只开放了东栅，游客游
览需要预约购票，凭身份证件、购票
二维码、健康码，测量体温后才能进
入景区。 （黄彦婧）

广东世界之窗：

深圳世界之窗踏入三月的时光，
树木青葱、繁花似锦，平静如水的湖
面将原本的世界建筑塑造出全新立体
感。景区近日已恢复开放，邀请大家
趁着春风解意，开启今春的全新旅程。

景区日前迎来三位来自湖北的游
客，在深圳多年的向女士带着父母前来
游玩，她说：“爸妈 1月 16日从老家湖北
宜昌来到深圳，没想到一直待到现在。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家自我隔离，所幸
全家平平安安。现在终于春暖花开，我
们走出来散散心，看到景区的防护措
施，感觉很放心，父母玩得也很开心。
不过有些遗憾，很多演出现在还没有开
放，我们期待下次再来。”

景区按照规定暂不接待旅行社组
织的团队游客和其他团队游客，每日接
待量不超过政府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
的 50%，严格控制游园人数。工作人员
每天对园区进行消杀，为游客营造卫
生、安全、有序的游览环境。（唐万才）

图①游客登崂山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图②船游乌镇 许正浩摄

湖北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旅游企业近期纷纷采取措施，加
强导游培训和队伍建设，保持导游队伍稳定。湖北广大导游在配
合防疫工作的同时，积极为旅游业恢复发展做准备。

武汉市导游服务中心开设了多个线上课堂，帮助导游练好内
功。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举办了“导游线上说宜昌”大赛。黄石市
旅游协会组织开展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线上公益培训。神农架林区
文化和旅游局组织导游在线收听《导游业务提升》等课程。

武汉学知悟达国际旅行社从1月31日开始，制定了为期3个
月的学习工作提升计划及内部能力大比评项目，把培训及考评分
数计入个人年度培训总分。湖北峡州国旅开通“云课堂”，建立导
游培训微信群，目前已授课21课时，听众达2万人次。

武汉市优秀导游也积极行动起来，引导同行加强学习、提升
本领。武汉学知悟达国际旅行社近期推出“我把最美的武汉讲给
你听”在线公益讲座，由公司3名国家金牌导游谷音、杨洁、谭海平
轮流开讲。他们都是湖北人，有多年从业经验，通过各自专业经
验和视角，让大家了解真实而鲜活的武汉。谷音在直播中围绕

“武汉这座英雄之城”，以“愿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为主题进
行讲述。谭海平说：“我在武汉做导游已经10多年了，带游客看美
景、尝美食，骄傲于武汉的进步发展。虽然疫情阻挡了我们的脚
步，但阻挡不了黄鹤楼的巍峨、湖北博物馆的醇厚、武大樱花的芬
芳。假以时日，我们一定能重新出发。”

中国国际旅行社武汉公司星级导游领队中心组建了“武汉星
级外语导游群”，将武汉的外语导游组织起来，提升语言技能。国
家金牌导游胡延华、钱文康、张凡等主动利用新媒体平台为同行
提供在线帮扶培训。

青山绿水好美味 直播网购真过瘾

土特产拉动旅游新消费
本报记者 赵 珊

“愿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湖北游，期待再出发
程芙蓉

三月，春回大地，草长莺飞，阳光和煦，岁月悠长。连日来，全国多地旅游景区在严格防控的基础上
有序恢复开放，预约登记、实名购票、测量体温、控制人数……多项措施为游客营造出安全的游览环境。
人们戴着口罩，走进景区，放松身心，尽情感受春天的气息……

不负春光迎客来不负春光迎客来

①①

②②

游客在湖北宜昌屈原故里旅游区游玩。王 罡摄 （人民视觉）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寻 芳 颐 和 园
李垣夏霏

寻 芳 颐 和 园
李垣夏霏

上图：游客在颐和园赏花拍照。
刘宪国摄 新华社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团长夏辉在直播当地特产。资料图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70团团长夏辉在直播当地特产。资料图片

云南省丘北县副县长贺志春（中）在普者黑景区参与特产直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