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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旅游渐成常态

通过线上预约，提前购票后进
入景区游览，并不是新的举措。

早在 2015 年，原国家旅游局
就已经下发《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
导则》，要求各大景区核算出游客
最大承载量，并制定相关游客流量
控制预案，导则指出，景区可以逐
步推广门票预约预售，采用预先支
付享受折扣等方式引导旅游者提前
订票，以有效预估旅游者流量，通
过分时入园、高峰限时逗留，减少
景区内旅游者数量等。

近年来，全国许多景区，如故
宫、拙政园、都江堰等，都采取了
网上预约购票的方式。2019 年 8
月，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鼓
励景区尤其是资源脆弱型景区推行
门票预约，到 2022 年，5A 级国有
景区将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度。

受此次疫情的影响，景区的预
约、分流、限流等管理方式再次成
为关注的焦点。

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
江考察时说：“今天我到西溪湿地
去了，那里是预约。预约旅游，现
在一律要求在定额的30%，我觉得
这些还都是需要的，这也是一个国
家治理水平的表现。”

据了解，西溪湿地以实名预约
模式对游客进行分流游览，避免人

群聚集。游客可以在景区官方网站
查看预约情况，合理安排行程。

不只是西溪湿地，越来越多的
景区也开启了预约模式。3 月 31
日，四川九寨沟景区恢复开园，每
日限流1万人次，景区不受理现场
购票，游客需提前进行实名网络购
票，并持身份证检票入园。4 月 1
日，山西省文旅厅发布提示，山西
省部分景区仅限提前预定或者网络
购票才能游览。清明假期，杭州西
湖开放了 16 个景点，均采取限
流、游客预约的措施。

日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也
发布了《等级旅游景区有序恢复开
放实施方案》，其中明确，景区开
放后将严格控制游客流量。疫情防
控期间，等级旅游景区日接待量和
瞬时接待量分别不得超过景区日最
大 承 载 量 和 瞬 时 最 大 承 载 量 的
30%。为有效疏导客流，要鼓励实
行实名制、分时段网络预约购票，
限量有序入园，支持采用扫码支
付、电子门票等非接触服务技术手
段进行购验票，减少人员近距离接
触和排队聚集。

游客喜欢 景区需要

黄山景区清明假期第二天进
入人数达到流量上限，停止接待
游客入园的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广
泛关注。

有游客在微信朋友圈表示，自

己驱车几个小时来到景区，却被告
知已经不能进入了，这样的体验不
能说是美好。

而更多的网友呼吁：“真心希
望以后所有景区都实行预约制，限
制每天的人数，减轻景区负担，防
止人口密集带来的风险。”

所以，景区实行预约和限流制
度，也正是游客对提升旅游体验的
呼唤。景区限流预约是对景区、游
客的双保护，在保护景区文物和自
然资源的同时，让游客获得更安
全、更有尊严的游览体验，得到更
好的精神享受。

通过网上预约，景区可以掌握
游客游览的相关数据，更清晰地了
解游客的特征。通过分析相关的数
据，可以给游客进行“画像”：什
么年龄段的人更愿意来这个景区游
览？年轻人喜欢逛什么路线？哪个
省的游客最多？景区内哪些景点更
吸引游客？有了这些数据，景区更
容易实现精准推广。

不仅如此，对景区的管理来
说，诸多问题也需要数据为决策提
供帮助。基于对景区内人流、车流
数据的采集，景区可以绘制精准的
基础地图数据，发现目前运营中存

在的不足，给改进提供可靠的数据
参考。同时，通过分析景区内的游
客消费等相关数据，能提供游客更
喜欢的产品和服务。

更多举措需探索

预约和限流、分流管理，是智
慧景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前，虽然很多景区已经完成了智慧
景区的硬件设施建设，但对实施环
节的很多软件环境，还需要进一步
的探索与调试。

预约和限流是景区未来的发展
趋势，但也要稳步推进，针对不同
景区的不同情况，要有相应的管理
措施。同时，更要制定好预案，并
不是采用了在线预约购票的智慧景
区就能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了。

记者曾在“十一”假期去慕田
峪长城，就遇到了景区验证购票二
维码进园机器速度太慢，导致了检
票口前排起了长队，造成聚集。更
关键的是，景区缺乏对排队人群的
有效疏导和管理，存在着严重的安
全隐患。

预约和限流是景区管理的方法
之一，并非最终的目的，也并非一

劳永逸。景区在推进相关服务的时
候，仍然要做足功课。

今年清明假期黄山停止接待游
客的举动给许多景区提了个醒，如
何处理好限流与免费游览的关系，
也很重要。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办法还是
有的。若只是单单实行限流，景区
在管理中将处于滞后与被动的境
况，如果能够与预约购票相结合，
景区的管理主动作为，才能提升游
客的旅游品质，若是能在预约购票
中再下些功夫，比如分时预约，及
时调控，避免大量人群扎堆进园，
这对于疫情防控和旅游业复苏十分
重要。

上图：4 月 6 日，江苏省句容
市芝樱小镇400余亩芝樱花陆续进
入盛花期，景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向游客开放。

钟学满 张映钢摄
左图：3月24日，浙江杭州西

溪湿地洪园景区的保安佩戴上了智
能测温AR眼镜，只需看一眼，便
知游客的体温。

许康平摄 （人民图片）

分时限流 避免聚集

预约游玩得更舒畅
本报记者 刘发为

我 的 目 光 遇 上
一座缄默的长方形
城堡，视线由脚下
的褐色土块，移到
灰白色墙面，再窜
到单檐歇山顶，黑
色的瓦顶与白色的
墙面形成鲜明的对
比。青条石坯砌筑
的拱门上，有四个
镏 金 的 篆 体 大 字

“莆宗永地”。
这 是 福 建 安 溪

尚卿乡尤俊村的莆
宗土楼，始建于清
康 熙 年 间 。 此 时 ，
雨丝氤氲了这座城
堡，我被它的深沉
和 凝 重 牢 牢 裹 紧 ，
迫不及待上前瞻望
与追寻。

我 沿 着 石 头 砌
成 的 凹 凸 的 石 板
路，一如走在沉淀的历史中。环顾四周，
在一条纵向轴线上，布置了一系列楼堂厢
房。土楼的内部，有宽敞的走廊贯穿诸厅
堂，古朴黝黑的穿斗、抬梁混合式木质构
件随处可见。

我走到拱形门前，青石砌成的门墙坚
固异常，杉木大门魁梧得似大力士的臂
膀。我用手触摸着大门和青石，目光掠过
楼中那口古井和门厅置放的大石磨，看着
半月形的池塘，然后偎倚着栏杆。

我思忖着，一段喧嚣热闹的时光一涌
而来：厚重的木门开了又合，合了又开，
土楼的留守者们，不论男女老少，晨昏闲
暇时，在这门厅中纳凉、拉家常“讲古”，
捧着一碗饭慢慢消受。红白大事时，他们
热火朝天地磨米浆、蒸米粿，敬过神佛列
宗先人后，围在一起分享米粿。多年之
前，不知是否有朦胧的荷塘月色，有如流
水般的月光倾泻在这庭院，轻轻地斜照着
灿烂的脸庞，将他们炽热的心映衬透彻。

那些搁浅的岁月在我的想象里潮湿、
复活，重新焕发光彩。风从南边的天际缓
缓吹来，掠过那屋檐，眺望远方，苍山如
黛，庄严又静穆。偶见一两只蝴蝶，上下
翻飞在土楼周边不知名的野花之间，颇有
几分情趣。

在尤俊村，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的土
楼还有古色古香的“玉树楼”，门上有“玉
树永贞”石刻，不失典雅与雄浑，谢姓后
人加以翻新、改造，仍在土楼里享受着怡
然自得的生活。谢和陈是尤俊村两大姓，
他们的先祖建起的土楼，牵系了尤俊的繁
华，以旷世的姿态，独有的方式，挺起胸
膛，历经岁月的风雨，让我们窥见一个时
代的背影。

尚卿乡土楼，这中国民居建筑中的奇
葩，虽斑驳甚至衰朽但不乏生机。我走在
风雨之后，牵走300多年的情愫，土楼则以
亘古的姿势喃喃诉说着它们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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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文化和旅游部2月25日印发的《旅游景区

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中明确指出，要
有效采取门票预约、智慧引导等手段，科学分
流疏导游客，做好游客流量关口前置管控。

此前，国家发改委、文化和旅游部等九
部门在 2019 年年底联合发布 《关于改善节假

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
其中就提到了要实施景区流量控制和门票预
约制度。

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重要
关口，采用预约、限流、分流等手段，是旅
游行业复苏中的明智之举。

四月时光好，嗍螺美味道。
应朋友之约，我来到湖南浏阳河
畔，走进具有 1800 多年历史的官
渡古镇，第一次邂逅闻名于世的
嗍螺。

官渡镇位于浏阳河九道湾之
一的上水湾畔、大围山国家森林
公园南麓，溯游而上，大溪河与
小溪河交汇相拥，犹如伸出两条
巨臂环抱着小镇。有史料记载，
古镇汉代置县，元朝设郡，人文
底蕴丰富。

赶到官渡时，夜幕降临，华
灯初放，数千盏灯火将河的两岸
打扮得火树银花，璀璨夺目，灯
光、月光、星光交相辉映，给人
以“一河灯火一河梦”的神秘和
遐想。步入一道湾民俗美食街，
几十家餐馆全都开业迎客，可能
是受疫情影响，虽然生意没有原
先那么火爆，但美食消费已经开
始升温，各具特色的菜肴琳琅满
目，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一眼
看上去，几乎每一个露天餐桌上
都摆放着一两盘嗍螺，就连空气
中都弥漫着浓浓的香辣味。

落座于一家小吃部，朋友点
了爆炒嗍螺、香辣嗍螺、水煮嗍
螺和火锅嗍螺，要了几瓶啤酒，
大家便开始了一场正宗的嗍螺
宴。我捋起袖子，戴上透明的食
品手套，抓住一只水煮嗍螺，学
着朋友的样子，凑到嘴边吹了
吹，双唇一吸，舌头一顶，螺肉
自然入口，鲜嫩香辣，再慢慢一
吮，螺汤浸入舌头，流过喉咙，
填入胃里，整个过程酣畅淋漓，

美味饶舌，再喝上一口啤酒，惬
意至极。吃爆炒嗍螺，则是用一
根牙签刺进螺孔，然后轻轻地一
挑，又香又辣的螺肉便滋溜一下
进入口中，着实别有一番风味。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
一青螺。

俗话说，明前螺，赛肥鹅。
适逢最佳时节，端到餐桌上的嗍
螺，大的像乒乓球一样，小的也
有荔枝那么大。

嗍螺成为一道独具特色的地
方 美 食 ， 已 经 有 700 多 年 的 历
史。宋人韩元吉在 《食田螺》 里
写道：“尚殊鼠供苏，复烦蟆饷
柳。北风饫竹实，南俗夸针取。
虽非绿纹酌，仅免青泥呕。据龟
定应用，噉鳆良可丑。”田螺的面
相虽不太耐看，但那水韵的纹
味，螺壳清脆的撞击声，依然给
人留下很多珍贵的记忆和享用的
乐趣。

近年来，官渡镇举办起嗍螺

美食节，相继推出逛古镇、吃嗍
螺、游田螺农园和观赏田螺姑娘
童话剧、儿童焰火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将嗍螺产业与旅游产业相
融合，倾情打造“嗍螺小镇”，小
小嗍螺带动了千万元产业链，上
千户农民从中受益。

第二天上午，春风和煦，阳
光灿烂，朋友约我来到官渡镇竹
联村，正在新建的嗍螺馆主体工
程已完成，现全面进入装潢阶
段。从路边巨大的效果图上看，
整个建筑呈“8”字螺形，旋转而
上，酷似“田螺”形状，集田螺
文化和体验功能于一体。竣工运
营以后，游客在此既能品尝田螺
美食，又能畅游古镇，了解客家
的风土人情，无疑是一举多得的
好“趣处”。

古镇因嗍螺而鸣，嗍螺因古
镇而灵。

浏阳河的滋养让这座千年古
镇打开尘封的容颜，走出深闺，
展露出无与伦比的厚重和灿烂。
如果官渡是一幅美丽的水墨画，
那么，嗍螺便是画中的“点睛”
之笔，醉了古镇，醉了游人，更
醉了春光。

下图：官渡古镇 来自网络

官渡古镇嗍螺香
倪邦瑞

春到江南，十里烟村十里花，草
长莺飞，姑苏城外，正是一季踏青
时。桃李一番争艳之后，偌大的苏州
穹窿山，由着樱花竞芳，压着玉兰，
压着茶梅，与春风共舞，与丝柳缠绵。

穹窿山位于苏州城西，是孙子兵
法诞生地。主峰箬帽峰海拔 341.7 米，
为太湖东岸群山之冠，因而又有“吴
中之巅”的美誉。穹窿山气势雄伟，
地域宽阔，东连木渎，西濒太湖，绵
延光福、藏书、胥口三镇。这里是苏
州地区最大的“天然森林氧吧”，空气
中负离子含量极高，是周边城市的

“绿肺”。
穹窿山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

多，著名景点有穹窿寺、孙武苑、上
真观、宁邦寺、汉朝朱买臣读书台及
苏州唯一的原始森林茅蓬坞等。

穹窿山景区还是一座天然的植物
博物馆，拥有牛鼻栓、短穗竹、紫楠
等名贵树种以及穹术、三七、党参、
灵芝、何首乌等药材，已探明的药生
植物就有151种。

近日，苏州木渎文旅集团联合苏
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启动“穹窿本
草文化季”活动，包含问本草、佩香
囊、识名医等系列与中药养生相关的
体验互动项目。

现在去山上刚刚好，樱花开得不
早不晚，风起，有花瓣雨纷纷扬扬，
新的花又开出来，冷艳绝俗的美，在
天光明媚的春色里，尤显妩媚动人。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
花”，穹窿山春天的颜色，是以雪的姿
态迎客的，杏花烟雨之后，梨花、白
玉兰如约登场。

每当初春的花漫上穹窿山，时光

就变得格外地小心翼翼起来。每一
分、每一秒，都需要掰着手指头精打
细算。和我们一样，这春花熬过了一
个寒冬，为这一季的绽放，准备了一
段漫长的日子。满树繁花，却只有几
日的光景。只是一阵风，只是一阵
雨，只是你一阵漫不经心的打盹，花
就落了，一地的花瓣。

这落的哪里是花瓣，是一颗颗架
不过流年，躲不过轮回，凋零的心。
这样的春天，在这样的花树下穿行，
我们需要给生活一个仪式。

浓情或淡意，我们必须和花站在
一起，像结婚必须穿婚纱，像成长必
须要致敬，我们要敞开心扉，在花开
花落的瞬间，凝望生命的怒放与寥落。

就像现在，站在花树下，走过
冬、迎来春，去赶赴一个盛夏，在平
淡如水的年华里，记住一朵花的样
子。此后，人生不再匆乱，因为我们

开始懂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到穹窿山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阴霾过后，人们在山里摘下了口罩。
被温暖环抱的时光里，邀清风跳一支
舞，阳光、繁花、女孩，山川淡翠，
诗意浪漫。

一层鹅黄、一层青翠，每片新叶
都藏着勃勃生机，于阳光下发散出生
命的力量，忍不住让人要摘下来塞进
嘴里，尝一尝这春天的味道。

家乡的姑妈正在做艾草团子，问
我要不要寄一些过来？我望着漫山的
鹅黄翠绿，漫不经心地说，过些日子
苏州的乌桕叶可以采了，到时可以做
乌米饭了。

我总记得祖父的话，山里的一草
一木，懂得山的情怀，走进大山里的
人，懂得草木的智慧。春光不等人，
也待有缘人。

上图：穹窿山景区一角

春色漫上穹窿山
应志刚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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