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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脚步缓缓行

近期，全国众多旅游目的地和景区热度出现
回升，一些游客开启了春游的脚步。疫情对人们
的出游偏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来自同程艺龙的
大数据显示，山岳类景区成为今年清明出游的热
门选择，为近年最高。园林、赏花等清明出游传
统热门项目与往年相当。

恢复营业的国内景区积极准备迎接清明赏春
踏青的客流。马蜂窝旅游研究院负责人冯饶介
绍，“云旅游”对景区热度的增长具有显著的带动
作用。上海野生动物园、太湖鼋头渚风景区、西溪
国家湿地公园、慕田峪长城等景区受到较高关
注。前段时间，上海野生动物园踏青、无锡鼋头渚
樱花季、挖掘福州小众景点、环西湖徒步踏青等直
播活动为景区重启线下游聚集了不少人气。

去贵州荔波看水、去新疆托克逊看杏花、
去三亚坐游艇下海……3 月 28 日，在陕西、新
疆、宁夏、浙江、江苏、海南、贵州、云南、

江西、甘肃、广西、湖南等地，携程组织的省
内旅游团已恢复。游客们近途旅行，赏花踏
春、放松休闲，身边的风景原来也很美。携程
陆续恢复2到5日的省内跟团游、自由行、半自
助等产品，主推品质团、小团形式，以私家团
为例，平均约3到6人，不与陌生人同团，更适
合家人朋友出游。

本地休闲轻松游

来自北京的“80后”上班族李嘉说：“以前一
有假期，我就选择出境游，日本、泰国去过多次。
可是身边的风景却少有关注。疫情下的清明假
期，我想寻找北京家门口最美的风景。”

在新疆，旅游百事通门店近日组织的“托
克逊杏花林踏春团”赢得了当地游客的点赞。
宅在家里近两个月的王女士说：“很早就知道托
克逊是天山南北最早迎来春天的地方，被誉为

‘新疆春天第一站’，这是我第一次来看杏花，家
乡的美景果然名不虚传。”

途牛旅游近两周的数据显示，随着油菜花、
樱花、牡丹、玉兰、桃花等竞相开放，探春闻香、游
园赏花成为人们的热衷之选。去乡村野外踏青
采摘也是春游的一大“野趣”，既能品尝新鲜果
蔬，又能感受田园风光。大部分家庭选择自驾
游，相比公共交通工具，更加安全放心。以往清
明假期的自驾游以 2日或 3日为主，今年不少游
客将行程改为1天。

在疫情影响下，人们出游时更倾向于养生
休闲，户外登山等融入健康与自然元素的游玩
项目。清明正值采茶季，坐落在美丽乡村发源
地——浙江安吉万亩白茶园中的安吉帐篷客酒
店，推出了清明采茶之旅，清明假期预订基本
已满。疫情时期，在茶园清心洗肺，颇受游客
欢迎。游客背上竹篓，穿行于翠绿茶海间，在
当地村民指导下，体验炒茶的乐趣，还能品尝
一杯亲手制成的香茶。

开心游不忘防护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旅行社或景区提到最多的
就是：做好防护，安全第一。途牛旅游网相关负责
人提醒游客：“这段时期，景区发布的消息较多，游
客可在出行时提前了解目的地政策，安排好出游
时间，同时一定做好自身防护措施。”

在旅游市场“融冰”的同时，旅游企业继续严
格防控疫情。已开放景区通过分时预约、控制人
流、体温检测、要求游客佩戴口罩游览等措施，进
行防疫管理。面对逐步恢复的出游需求，携程旅
游渠道事业部CEO张力说：“更实惠的价格、更充
分的保障，是当下刺激旅游的重点。”

为保障游客在疫情后首个小长假能安心出
游，飞猪先后出台了 2 万余家酒店严格消毒放
心住、景区门票提前在线预约等功能。途牛联
合多家酒店上线“安心住”服务，通过无接触
服务、全面消毒测温等措施保障客人的健康。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对于那些疫
情已得到控制的低风险地区，可以稳步启动本地
游市场，这里所说的本地可以是县域、市域、省域，
随着形势的发展，将固点成线、连片成面，最终形
成全国性的旅游大市场。

清明时节，赣南大地，艾草青青，艾
香悠悠。在多雨的南方，艾草在春雨的滋
润下蓬勃生长。春风徐来，满山遍野的艾
草，绿浪翻滚，远远望去，满目春绿，美
不胜收。

艾草在民俗里是一种祥和的植物，也是
一种草药。在家乡的土坡上、垄田边、河畔
旁，艾草随处可见。阳春三月，艾草葳蕤，羽
毛状分裂的叶片像手掌一样努力向外伸展，
近一米多高的艾草笔直挺秀，除根外全身透
绿，叶背和茎上的绒毛像婴儿的汗毛，在阳
光的照耀下，发出一种粉白色的银光。

认识艾草，缘于那个朦胧的童年。记得
小时候，我经常肚子痛，母亲寻来一个药方，
用艾草治疗，先用艾绒条熏炙，然后放在水
里蒸煮，用艾水泡足沐浴，可通经络、养气
血，不出一个月，我的病就好了。

在赣南农村，清明插艾是一种习俗，据
说可驱邪避灾。人们常把艾条插在屋檐下
的大门角楼上，祈福顺顺利利、年年平安。

到了夏天，艾草还是一种驱蚊子的好药。人
们常把艾草晒干，碾成艾粉，挂在床头。

清明时节，赣南人有用艾草做艾米粿
的民间习俗，这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人们相约外出摘艾，享受做艾米粿的乐
趣。艾米粿是艾草和糯米制成的特色小
吃，先把糯米碾成米浆，用细沙布悬吊去
水，再将嫩艾叶洗净，放在热水中稍煮，
用力揉搓去除苦味，按一比一的比例，配
上臼碾的糯米粉，使劲地揉和，里面再包
上腊肉、笋或酸菜、大蒜等配料制成的
馅，做成圆饼状或饺子状，放在锅里蒸。
刚出锅的艾米粿皮质光滑，色泽翠绿；闻
之清香扑鼻，食之甘甜；质柔而韧、香而
不腻。圆饼状的艾米粿通常是甜的，饺子
状的艾米粿通常是咸的。

赣南人喜欢吃艾米粿，据说“艾”与
“爱”有关。《诗经》 中的 《采葛》 写道：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里说
的“艾”就是艾草。清明时节，思念如
艾。如今，艾米粿不仅是当地人招待亲朋
好友的美食，也是一种精神文化遗产。清
明，吃艾米粿已成为一种乡愁、一种乡
情、一种相思。

一城紫荆，十里春风。一夜雨
落花千瓣，蹊径铺红毯。

阳春三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市的28万株紫荆花绚烂绽放，呈
现出“花在城中、城在花中”的美
景，柳州人迎来一场“紫荆盛宴”。
时下的柳州，数十条街道、公园、小
游园都“淹没”在粉红的花海中。

经过十多年的大力推广，柳州
洋紫荆的数量在国内首屈一指。

“柳州洋紫荆”成为柳州这座工业
城市的新名片，成为书写“生态传
奇”与“改革创新”的金字招牌。
2018年，紫荆花成为柳州的市花。

而今，初次到柳州的人都难以
想象这里曾是“酸雨之都”。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柳州工业在全国声
名鹊起，但由于没能做到工业发展
与环境保护同步推进，出现了生态
环境恶化。酸雨，曾是柳州人恶梦
般的记忆，当时市区许多石山都因
酸雨变成了光秃秃的“白头山”。

“那个年代，柳州市郊种不了叶
菜、葡萄，只要下雨，叶子就会烂，因
为是酸雨，自行车淋雨后也会锈蚀。”
柳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龚继冬说。

对此，柳州市委、市政府痛定
思痛，自“九五”时期开始走上了酸

雨治理、生态重建的漫长之路，尤
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一手抓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花园
城市建设。针对老城区工业过于
集中的情况，以搬迁一批、改造一
批、关停一批、整治一批“四个一
批”的方式推动污染行业整合重
组，对一些治理无望、污染严重的
企业坚决关闭，对一些排污不达标
但具有改造意愿的企业以“退城进
郊”“退城入园”等途径改造提升。

“原来印染厂的排污口变成了
蟠龙山人工瀑布、第三棉纺厂成为了
工业博物馆、塑料二厂改造为现在的
文庙、锌品厂变成了保利大江郡，实
现了柳钢原材料全覆盖密闭化管理
和柳电淘汰转型、柳化退城进园，并
在广西率先建立PM2.5监测系统，
市区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较高
水平。”柳州市委书记郑俊康说，在生
态环境部通报的2019年全国333个
地级市城市地表水水环境质量榜单
中，柳州排名全国第二。“毫不夸张地
说，如果没有发洪水，一年365天，天
天都可以到柳江河游泳。”

11年间，柳州实现全部工业总
产值从 2006年的 1000亿元到2017

年突破5000亿元，不仅彻底摘掉了
酸雨城市的帽子，还走出了一条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之路。

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基础
上，柳州着力打造“花园城市”，用6
年时间，选择洋紫荆为代表的一批
景观植物彩化城市，建设“花园城
市”，并将黄花风铃木、蓝花楹、小
花紫薇、三角梅、美丽异木棉等植
物景观纳入其中，种植洋紫荆达28
万株，打造出“紫荆花城”城市新名

片，形成了“全市绿树成荫、常年景
观丰富、四季花开不断”的城市绿
化新景观，构成一年四季百花争艳
的花海盛况。同时，柳州加强公园
绿地建设，2013 年以来，新建公园
11个，公园总数达 46个，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由 11.7 平方米增至 12.89
平方米，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5%以上，市民出门300至500米就
有公园或小游园，展现出山水工业
柳州的城市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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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酸雨之都” 今日“紫荆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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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云笼罩着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的博斯腾湖，春风拂过水面，芦苇正
在悄悄生长。另一阵“春风”则让旅游
从业者对今年的生计充满信心。博湖县
投入 6000 万元资金支持旅游业发展，按
下了旅游的快速复苏键。

在乌兰再格森乡，吕自呈对今年充满
信心。他的翠园农家乐紧邻博斯腾湖大
河口景区和花海世界，地理位置优越。博
湖县对建设不同星级的农家乐、牧家乐、

渔家乐、采摘园经营户以及酒店进行补
助，推动吕自呈等经营户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博斯腾湖的草鱼、鲫鱼、鲤鱼、池
沼公鱼等 10 种鱼获得了国家有机鱼生产
认证，大湖区150万亩水域通过国家有机
鱼产品产地认证。这里产的草鱼和鲤鱼
被评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吕自呈说：

“我的农家乐招牌之一就是鱼。今年县里
有政策，对特色餐饮入驻和美食研发进
行奖补。我得好好琢磨新菜品，把吃鱼

的妙方研究透了。”
在本布图镇乔鲁图木呼尔村，於宪

林正带着农民在现代化的花棚里整理花
苗，北京夏菊、天山香芸等数万盆鲜花
生机勃勃。“我们大棚里有 47 个品种，销
路依靠旅游，因为旅游业越来越兴旺。”於
宪林说。随着旅游业发展，博湖县种植观
赏性农作物的农户和合作社越来越多。
以观赏性农作物为特色，省道 206 沿线已
形成了 3 公里长，300 米宽的“花海”。今

年，博湖县对种植油菜、金银花等观赏性
农作物的农户及合作社进行补贴，博斯腾
湖畔的“花海”将进一步扩大。

此外，博湖县按游客接待量、旅游
推广成效、公共服务承接等多方面进行
补助，受益者是本地群众和广大游客。
博湖县委常委喻凤琦说：“在政策东风的
强劲吹动下，今年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将实现提速升级，成为博湖县社会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新疆博湖：春风吹暖旅游业
郭坤庆 周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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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在洋紫荆盛开的柳州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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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腾湖美景 刘 浩摄博斯腾湖美景 刘 浩摄

清明时节，气温回暖，万物

复苏，正是领略春色、踏青出游

的好时机。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好转，旅游复苏正从云端走到

线下，包括城市、周边、省内的

本地游市场逐步有序回暖。

寻找美景、追求诗意，未必

一定去远方，今春的本地游最受

欢迎。来自携程、同程艺龙等统

计，进入 3月下旬以来，清明节

的本地游、周边游预订出现了小

高峰，4月的出游预订将翻倍。

游客在江苏淮安森林公园。赵启瑞摄 （人民视觉）游客在安徽淮北宋疃镇的果园里直播春光。 周方玲摄 （人民视觉）

游客泛舟于杭州西溪湿地。潘海松摄 （人民视觉）游客泛舟于杭州西溪湿地。潘海松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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