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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防控大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文化和旅游
部及时停团组、关景区、协调出境游客
返程，发布境外旅游提醒，有效防止了
疫情经旅游活动传播扩散，有力服务了
疫情防控大局。随着形势向好，文化和
旅游部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稳步推
进复工复产，努力激发旅游消费活力，
帮助旅游业恢复发展。

全国近70%的旅游景区已有序开
放，并严格落实旅游景区游客流量不
超过最大承载量 30%的要求，做到限
量开放、预约开放、错峰开放。“五一”
假期，全国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文 化 和 旅 游 部 部 长 雒 树 刚 在
2020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上表示，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仍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所有工作的主
题主线。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
进一步巩固，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旅游业持续增长、稳定发展
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只要应对得当，有

望在疫后迎来强劲的恢复性增长。对
此，我们要以更大的政策力度、更实的
扶持举措来对冲疫情影响，推动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一
个时期旅游业发展的主旋律，是贯穿
整个旅游行业的总要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
所所长吴丰林说，中国旅游业近20年

在高速发展，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疫
情迫使暂时停下脚步。我们不妨以此
为战略机遇，静下心来，精心谋划市场
振兴，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未雨绸缪。

提升供给质量

中国旅游协会会长段强认为，疫

情将深刻改变我们的思维定式和生活
方式，对中国旅游业未来走向产生重
大影响。在中国旅游未来发展中，能
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必然有过硬产
品，过硬的产品必然是引领或者契合
游客消费需求、精准设计的原创产品。

中国已进入大众休闲时代，很多
旅游目的地成为主客共享的空间。河
南大学文化产业和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程隧营说，未来怎样围绕知名城市和
知名景点，建设休闲度假区域，打造休
闲度假产品，将是旅游业面临的问题。

疫情使得外来游客巨量减少，如
何让本地人游本地，是旅游业亟需解
决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家明认为，本地人
休闲具有多次性、深度体验等特征。
疫情倒逼旅游创新，观光型景区要过
渡到休闲型景区，降低高价门票，提供
特色休闲活动和商业服务，提升主客
共享体验，才能吸引当地居民。

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杨军
建议，要聚力优质旅游产品供给。疫
情后，人们更加关注健康游、生态游、

自驾旅居游等，康养旅游将迎来快速
发展期。建议大力开发数字化、沉浸
式、互动性、体验式的旅游产品和服
务，发展健康小镇、康养综合体、休闲
养生等大健康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产
品的新业态，壮大旅游产品的新动能。

激活消费市场

旅游市场振兴的条件是市场有需
求，产业有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厉新建说，我们
要高度重视常态化防控下有效激活消
费，需要政府端、企业端、游客端共
同努力，政府端要认识到旅游的恢复
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就业稳定的重要意
义，要重视营商环境改善；企业端要
提高自身能力、内生动力和创新活
力；游客端要形成契约意识，做到文
明有爱心，消费有品位。

近期，多地纷纷推出举措，激活旅
游消费市场。浙江温州近日开展“游
千村住千宿”活动，帮助民宿行业渡过
难关，让乡村游先旺起来。当地党政

领导线上直播推荐旅游，释放安心游
温州的信号。广东江门被誉为中国的
第一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港澳
同胞接近400多万人，遍布全世界100
多个国家。江门近日发布了全新文旅
品牌“中国侨都，诗邑江门”，探索建设
多元文化创新示范区，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一程多站”旅游。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和
腾讯文旅产业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新
冠肺炎疫情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
告》建议，以弹性休假、发放消费券和
升级服务认证等为核心，消除游客消
费的不确定性。前期消费激发宜围绕
周边游、省内游展开，以自然健康的产
品为中心，进一步提高旅游的技术含
量，降低消费门槛，革新旅游体验。

在人们眼里，蓝天白云，总是惹人喜爱、令人
忘忧。白云一词，古往今来深受人们喜爱。千年
之前，范仲淹在浙江桐庐游访严子陵钓台，见富春
江东岸“白云徐生”，听说那里是晚唐著名诗人方
干故里，便欣然前往，当即吟成一诗：“风雅先生旧
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
书到远孙。”不知何故，“白云村”一名，没有在严子
陵钓台对岸的芦茨湾留存下来，却在岁月如流中，
从富春江上悠悠移至分水江边的独山之畔。这里
有个白云村，如今名声云起，飘扬四方。

2005 年，浙江省桐庐县横村镇白云村由石青
桥、大会山、郑城、峰坞四个行政村合并而成。石青
桥村在清末民初有一大户人家，家有楹联“青岭不断
黄坞水，双溪又见白云村”，新村便顺理成章得了这
个诗情画意的名字。真是千年一瞬间，又见白云村。

白云村隐匿在大山深处，这里山高林密，谷深
境幽，常年白云缭绕，云雾飘渺。“白云生处有人
家”，山峰沟谷之间散落着石青桥、上章、郑家边、
对山、大会山、葛家山、半山、火路口、青龙湾、郑城
等十余个自然村。“大会山”由大山在此集会而得
名，“郑城”则是群峰环绕宛若城邑的盆地小村。
千百年来，人们在大山深处，自给自足，繁衍生息。

村民们万万没想到，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绿
水青山，日日夜夜司空见惯的蓝天白云，有朝一
日会成为受人青睐的风景，成为“环境入股”的
资本。白云村在乡村振兴中成为后起之秀。

白云村党委书记、杭州市人大代表林雪标对此
感触最深。这些年来，为改变村庄面貌，带领村民致
富，林雪标动了不少脑筋。然而村落分散、交通不便
的客观条件是不得不承认的短板。村民们纷纷迁出
大山深处，一些自然村渐渐成了空心村。林雪标想，
能否把白云村的自然山水和村庄遗存转化为环境优
势，引进资本开发高端民宿项目呢？功夫不负有心
人。从2013年开始，浙江同人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投资兴建了集生态农业、度假旅游、文化体验于一
体的郑城厚院村舍项目。一幢幢破旧不堪的民房变
身独具魅力的客舍，空心村变成了颇有特色的度假
村。这里甜滋滋的空气和美滋滋的风景，让游人喜
不自禁。白云村渐渐有了小名气。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地方。2017年初，在

杭州市“联百乡结千村访万户”活动中，白云村
成为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于跃敏的
结村帮扶村。于跃敏先后来了十余次，每次前来
调研，都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解决实实在在的
问题，帮助白云村找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
化的金钥匙。乡村要振兴，交通须先行。于跃敏
找到了帮扶的突破口，在她牵线搭桥积极推动
下，省市县三级交通部门以修建省级样板路的标
准，开启了白云村的乡村道路提升工程。

“远上寒山”的石径，变成蜿蜒而上的通途，白
云深处的风景，不再那么遥不可及。白云村按照

“宜业、宜居、宜文、宜游”的目标，从护栏改建、庭
院美化、溪库整修、杆线序化等方面入手，以3A级
景区要求全面改善村容村貌，努力让白云村成为
白云间休闲旅游度假区。白云村又相继引进了大
会山古村落复建、半山莲社溪客、葛家山草图等
一批优质民宿项目，累计引进社会资本 6 亿多
元，使白云间休闲旅游度假区成为浙江高端精品

民宿群的集聚地。村里还通过“环境入股”，增
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前不久，我和好友来到白云村，他们都陶醉
在白云村的悠幽风景中。村委所在地石青桥村

“芸菁溪墅”的主人王华是返乡创业的典型。王
华说，大约五年前，他受朋友之邀，去莪山畲族
乡的戴家山秘境住了一夜，深受触动，随即回乡
把自家老宅推倒重建开办民宿。后来，他又租下
村民闲置房屋，建成“水岸山舍”。面溪背山的
旧宅，经过精心修缮，别有风味，尤其是加装的
一层玻璃屋，遥控器一按，屋顶的卷帘徐徐展
开，白天可见蓝天白云，夜晚能望月亮星星。

这里的山山水水、村村舍舍，乃至一墙一
石、一草一木，都成为我手机里的风景。从白云
村到白云间景区的华丽转身，让我诗兴大发，于
是斗胆点化范公诗句并步其韵道：

平素人家旧隐存，独山之畔白云村。
前朝历代青峰在，谁聚金银惠子孙。

疫情给民宿业带来严重冲击，但
同时也加速了其结构调整、优胜劣汰
的过程。一些小而散、抗风险能力
弱、缺乏创新意识的民宿将率先出
局。疫情只是暂时阻挡了人们的出
行脚步，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
从未停止。民宿从业者普遍对未来
行业发展抱有信心和希望。

近期，各地景区陆续恢复营业，
“五一”假期出游人数创疫情以来新
高。来自民宿短租预定平台途家民
宿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订单量恢
复到去年同期的 65%，环比今年 4 月
增长 200%。在安全防疫的前提下，
游客更喜欢能满足休闲、吸氧等需求
的高品质乡村民宿。笔者认为，疫情
过后，游客更关注民宿的安全和品
质、对住宿个性化和私密性的需求迸
发。分散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民宿
将会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为迎接民宿业全面复苏，民宿
的房东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呢？首
先，要注重修炼内功。民宿业在过
去几年快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品
质、服务、营销等一系列问题。趁此
时，在对现状与未来充分思考和分

析的基础上，依托便利的移动互联
网，为员工制定针对性的培训课程，
练好内功，解决问题，完善品质，从而
实现产品升级、设施改造、人员素质
和运营水平的提升。

第二，紧跟游客需求，做好产品服

务转型。疫情加速民宿市场和游客的
重构。人们更加注重健康，城市周边
开放式的山水生态型目的地旅游率先
回暖，家庭自驾出游成为热点。民宿
应更加突出自己的文化性和特色化，
比如主打养生民宿、自然健康民宿、亲

子民宿等。无论在环境还是服务中，
应更加重视细节，以契合游客需求。

第三，开辟线上新渠道。充分发
挥移动互联网优势，将线下体验移至
线上，有效利用线上直播、平台预售、
销售周边农产品、加强新媒体营销等

方式，开辟线上推广新渠道。另外，还
可通过线上销售，推出优惠价格，提前
获取一些保底订单，回笼一部分资金
来平衡疫情期间的开支。

各民宿企业在积极展开自救的同
时，民宿从业者也呼吁政府为行业营
造积极宽松的发展环境，扶持民宿业
复兴，比如，强化金融支持、减少税负，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为民宿拓宽融资
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对恢复生产有困
难的优质企业提供财政贴息贷款等。

相信经过此次疫情，民宿业将
会涌现出一批高品质产品。民宿业
将迎来全面提升，走向成熟。

本报电 （闫 萱） 珠海·宋城演
艺 度 假 区 近 日 在 广 东 省 珠 海 市 开
工。度假区拥有 22 个剧院及表演场
所、35 台剧目、超过 3 万个观众座
位及配套的休闲度假设施，是粤港
澳大湾区的文旅大项目，将于 2022
年建成开业。

演艺是珠海·宋城演艺度假区的
灵魂。度假区将充分挖掘珠海及广东
的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融汇世界传
奇。大型实景演出《广东千古情》展
现了广东人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
神，大型歌舞《珠海千古情》演绎了
珠海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历史文化
传奇。度假区汇聚了世界各国风格迥
异的多种演出，涵盖了实景演出、室

内演出、走动式演出、科技秀、儿童
剧、歌剧、舞剧等演艺形式和剧院形
式。游客看完所有演出，至少需要 2
至 3 天。此外，度假区还将举办宋城
国际狂欢节、宋城戏剧节、世界级音乐
会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对标巴
西狂欢节、阿维尼翁戏剧节、爱丁堡艺
术节，扩大珠海国际文化影响力。

珠海·宋城演艺度假区打破了公
园、演出的界限，创新了文化旅游的
固有形态，实现了从“一台剧目、一
个公园、一张门票”到“一个集群、
一个产业、一个平台”的蜕变，旨在
成为中国文旅产业的标杆和世界级演
艺度假目的地，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提供强有力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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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振兴正当时
李珍妮

民宿振兴正当时
李珍妮

中国旅游中国旅游

向着高质量出发向着高质量出发
本报记者 赵 珊

旅游带给人们快乐幸福的同时，也拉动了经济的发展。在过

去100多天，旅游业因疫情遭受重创，经历了冬天的严寒冷峻和春

天的蛰伏复苏，时至初夏，逐渐迎来好转。

2020中国旅游科学年会近日首次在线上举办。业界专家围绕

“疫情应对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展开研讨。大家坚信，没

有迈不过去的槛儿，旅游业一定会迎来更好的发展。

宋城在珠海建演艺度假区宋城在珠海建演艺度假区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旅游漫笔

出游赏春光

在京外国人游览古北水镇。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供图在京外国人游览古北水镇。 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供图

浙江省桐庐县白云村的民宿。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游客在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五龙河景区游玩。 章 磊摄 （人民视觉）

安徽省淮北市乾隆湖公园的水上表演。 黄鹤鸣摄 （人民视觉）

游客在山东省蒙山龟蒙景区乘坐索道游览。 武纪全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