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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旅游

今年中国旅游日，全国多地推出了节
日特惠，向游客送出免票、半价票、优惠券
等“大礼包”。“云旅游”“云推介”“云购物”
等成为今年的新特点、新亮点。

北京通过“云端发布会”和“线上云
游”的直播形式，以“逛京城、游京郊”为主
题，带领游客线上领略北京风采，直播间
还特别设置了“带货”环节，向网友推荐精
选文创礼物、非遗产品以及多款来自湖北
的特产，助力湖北“重启”；福建厦门采用

“云宣传”手段，全天线上直播，并举办6大
线上活动，推广厦门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
旅融合发展成果；四川成都举办“周末游
成都·品味慢生活”2020 中国旅游日大型
云直播主题活动。

智慧旅游成为今年中国旅游的主流。
各地旅游景区、景点重新开放以来，

预约、错峰、限流成为“标配”，智慧旅游平
台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线上购票、刷脸
入园、自助导览等智慧服务大范围应用，
在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最大程度地
保障游客安全和旅游秩序的同时，提升游
客的体验度和满意度。

可以预见的是，预约制、定制化将成
为今后旅游消费的新常态。对于旅游目
的地而言，提供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将不
再是唯一要求，让到访的游客在看美景的
同时，安全游、安心游更加重要。旅游目
的地的安全、环境、服务品质将对游客的
旅游决策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中国游客新
的旅游安全观将逐渐形成。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旅游业是促就业、拉动消费的重要产
业之一，具有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特点，
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逐渐
回暖的旅游业，被各地寄予厚望。

重启以来，多地旅游业交出了不错的
“成绩单”。4月中旬，贵州出台《多彩贵州

促消费百日专项行动方案》，将“扩大文
化旅游消费行动”放在第一位，通过免
门票、发放多彩贵州消费券等措施，引
导贵州人出游，拉动消费增长。“五一”
期间，多个贵州景区当日预约人数满
额。旅游业的高人气，极大地带动了当
地旅游关联行业的消费增长。以清明小
长假为例，数据显示，此期间，贵州旅
游 总 收 入 42.8 亿 元 ， 门 票 收 入 只 占
1310.55 万元，剩余部分消费来自交通、
餐饮、住宿、旅游商品等关联行业。

厦门市思明区委书记、鼓浪屿风景区
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廖华生介绍，当地通过
投放 600 万元消费券，直接带动的消费超
过 1.5 亿元。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华源表
示，“五一”期间，上海市旅游接待总人数
707万人次，拉动消费95亿元。

转到线上的旅游业正摸索一条新
路。看直播，拟定自己的旅游计划，购买
旅游产品，逐渐成为人们旅游消费的重要
方式，也催生了一系列旅游产品销售新方
式。在旅游业强大的带动作用下，其他产

品的线上销售也纷纷与旅游“联姻”，“书
记代言”当地特产，成为今年网络销售的
一大亮点。

对于地方发展而言，旅游也被摆在
重要位置。旅游大省云南正稳步推进文
旅产业复苏，近日召开的云南省两会
上，智慧旅游、文旅数字化、新文旅 IP
等成为热词。

消费观更理性

“这几年，中国旅游的变化实在是太
大了，产品越来越丰富，品质也在不断提
升。”热爱旅游的单先生对记者表示，他每
年都会安排两三次出游，已去过国内所有
省份。除了旅游产品的不断更新迭代，游
客的变化让他感受更深。“无论是跟团游
还是自由行，我所遇到的游客都更加理
性、自主、文明。”

近年来，经过政府主管部门、旅游企
业、媒体的不断宣传，文明旅游的观念日
益深入人心。在景区景点排队、保护环

境、爱护文物等成为游客自觉遵守的规
则，出国旅游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的习
惯等观念也得到普及。

随着旅游活动的高频化，人们的旅
游消费观也随之改变。“走马观花”式的
旅游正逐渐向深度游、文化游、定制游
过渡，游客更加关注旅游活动中的体验
和感受，同时重视自己给旅游环境带来
的影响。

“过去，我会在意自己去过哪些地
方，如今，我更看重对一个地方的深入
了解。”上海游客张女士告诉记者，在旅
游活动中，她愿意为相关文化产品、体
验活动买单。“这与我几年前的消费观有
很大的不同，那时国内游主要为了看
景、出国游主要为了购物。”过去的一个
月，通过观看短视频和直播，张女士

“云游”了国内许多地方，那些地方的风
景、文化和人，深深地打动了她，她也
购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想到我所出的
一分力能够帮到当地人，我就觉得这样
的旅游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穿林海、涉溪水，经城过村……5 月 17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齐聚宁波宁海，以
欢乐跑形式重走徐霞客古道。

天下旅游，宁海开游。407 年前，一代
“游圣”徐霞客从宁海出发，一路云游，一路
记载，终成 《徐霞客游记》 这一千古奇书。
作为 《徐霞客游记》 开篇之地，宁波充分挖
掘徐霞客文化，连续 18 年举办徐霞客开游
节，宁海徐霞客俱乐部在全国率先发起设立

“中国旅游日”倡议。
霞客“云游”嘉年华、沿海高速长三角

自驾游、“亿元红包游浙江”等活动，一一亮
相“中国旅游日”十周年浙江省主会场活动
和第十八届徐霞客开游节，带领国内外游客
沿着“游圣”足迹，全域游宁波。

“开游地”喜迎全域客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
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在 《徐霞客
游记》 第一篇里，徐霞客详细记载了他从宁
海出发，登临天台最高峰华顶以及参观国清
寺的过程。

作为 《徐霞客游记》 开篇地，宁波从
2002年开始举办徐霞客开游节，以宁海为中
心，打出“天下旅游、宁海开游”品牌；
2011 年逐步发挥宁海“中国旅游日发祥地”
效应，在全市范围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吸引
游客来甬旅游。

今年“中国旅游日”，宁波以“扩内需、
促消费”为主题，组织辖区景区和旅游企业
优惠促销。九龙湖旅游度假区九龙源景区、
郑氏十七房等景区免费开放；天一阁博物
馆、象山影视城、四明山森林公园等景区门
票半价；宁波海洋世界、雅戈尔动物园等景
点也有不同程度优惠。

除了景区门票优惠，宁波各区县 （市）
还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发放文旅消费券，
叠加景区各类优惠使用，让游客“心动不如
行动”。其中，海湾风情和湖光山色兼具的鄞
州发放了 3 万张旅游特惠券和高达 3000 万元
的电子消费券，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东钱
湖、咸祥、横溪等网红旅游地打卡；奉化发
放旅游消费券，推出消费券满减等活动，前
往大堰体验农家风情和登临商量岗清凉度假
的游客络绎不绝；“阳明故里”余姚发放8000
张酒店电子消费券，供市民和游客在旅游
OTA平台订购文旅产品、享用现金红包。

一城山水、千年书香。作为国家5A级景
区天一阁·月湖所在地，海曙区着力打造独具
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今年推出了都市文化

之旅、都市休闲之旅、博古通今之旅、浪漫
时尚之旅等一批精品都市文旅精品线路。

在有着“镇海雄关、人文商帮”之称的
镇海区，宁波帮博物馆、郑氏十七房、招宝
山风景区等推出的“因缘际会”相亲会、古
韵庙会、十里红妆展示等活动，传统与时尚
相结合，吸引了众多年轻人体验。

“霞客路”串起新风景

家住北京的吴帝宝是一名媒体人，平时喜
欢定制旅游。2017年，他有了一个新身份——

“当代徐霞客”，闲暇时间专门给游客讲解旅
游知识、推广霞客文化。

这两天，吴帝宝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当
代徐霞客”相聚宁海，5 月 18 日晚上亮相各
大网络直播平台，与广大驴友一起玩转“中
国旅游日”。

徐霞客22岁出游，30多年间游历数万里，
东渡普陀，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
之巅，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把毕生精力献给
了旅行考察事业。近年来，宁波沿着徐霞客曾
经走过的路线，大力拓展“霞客文化”内涵，不
断丰富“徐霞客开游节”内容。在全国范围内
评选当代徐霞客，传播“霞客文化”；出版《生而
行者·当代徐霞客》图书，用“霞客精神”激励后

人；成立“徐霞客俱乐部”，吸引喜欢旅行的志
同道合者……

今年“5·19”，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在宁
海举办的“徐霞客开游节”和“中国旅游
日”十周年浙江省主会场活动虽然压缩了线
下活动规模，但霞客“云游”嘉年华系列活
动，还是为追寻“霞客足迹”的人搭建了广
阔的线上空间。

“文旅开卷”——中国当代徐霞客在线直
播，邀请中国当代徐霞客和徐霞客研究者带
上相关著作，向旅游爱好者讲解 《徐霞客游
记》涉及的文化、地理、气象、水文等知识。

“惠民开游”——徐霞客游线标志地文旅
产品上线及“亿元红包游浙江”活动，整合徐霞
客曾经走过的 6 省 28 地特色文旅产品，在美
团、口碑等电商平台销售；同时在支付宝、微信
等平台推出逾 2.2 亿元“浙江省文旅惠民礼
包”，吸引了大批游客在线预订、购买。

“四美开卖”——全省文旅产品特卖会，汇
聚了浙江有代表性的美景、美食、美宿和美品，
通过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向全球游客销售。

此外，今年宁波还扩展霞客云游路线的
外延，组织上海、浙江和福建三省市多地的
自驾客，顺着沿海高速公路踩线体验，推介
滨海游新风景线。

图为跑友以欢乐跑形式重走徐霞客古道。

三都澳是闽东山海中享有奇异
之美的海湾，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这片水域，面积达714平方公里，但
唯一的出水口——东冲口，宽度仅
有2.6公里；可谓腹大口小，水深港
阔，加之不冻不淤，避风良好，是
世界上少有的天然海湖和深水良
港。这里，也是我国仅有的大黄鱼
产卵洄游场，素有“大黄鱼故乡”
之美称，而今，它成为大黄鱼繁殖
自然保护区和天然繁殖场。

三都澳历来以独特的景致、秀美
的风姿闻名遐迩，东海的雨，岸畔的
云，忽洒忽飞，浸古润今，拭亮了“大
珠小珠落玉盘”似的岛屿，温润了形
态各异的礁石沙坞，由此也为它赢得

“海上明珠”的美称。
据记载，早在唐代，三都澳就已

开发。五代闽王王审知执政时期，由
于重视港口建设和对北方的海上沟
通，三都澳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福建
省内外茶叶、陶瓷等穿越茫茫大海，
运向世界。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曾到
三都澳边的郑湾，游览他的状元朋友
阮登柄的祖居，并留下数首诗作。明
代开辟了运粮航线，民族英雄戚继光
曾在这里抗击倭寇。清代郑成功曾率
师进三都澳。清康熙年间设税务总口，下辖九个口岸；光
绪年间，先后有日、俄、法、德、西班牙、葡萄牙等十
三国在此设公司建洋行。至今留有的梵蒂冈罗马教廷组
建的哥特式天主教堂、修道院、主教府和历经百年沧桑
的邮政福海关，都已成为三都澳极具特色的西洋古建筑
遗址。这些建筑或掩映于苍松翠柏丛中，或沉寂于崖壁
山冈之畔，峰幽林密，春绿夏凉，蝉鸣秋意，海景旷
远，让来此旅游的人领略到旧埠风光与西洋建筑的韵味。

令人遐想的是，春来花草日，半雨半烟时，当年曾在闽
东山水间徜徉的陆游，是否也到此一游，因记载不详，尚不
可知。诗人郭沫若曾二度来此，留下“三都良港举世无，水
深湾阔似天湖”的诗句，从此“海上天湖”的名声四方传播。
无数来者，浪挂天帆，他们一头扑进的是迷人的画卷，双脚
溅起的是亮丽的诗行，如此的意境，怎不教人流连难返，向
之魂绕，思之梦牵？

暖阳晴风，桨声欸乃；起舞弄影，风流代代。
改革开放至今，三都澳作为海洋旅游资源丰富的海岛

重镇，围绕海洋旅游大做文章，三都澳旅游景区由此应运
而生。从人文角度分类，可分为斗姆景区、福海关遗址景
区、青山景区、笔架山景区和鸡公山景区五个部分以及三
都军港观赏和海上景观游览等。这些景区景点，诚如诗
人们所形容的那样，是“搁在阳光下的等待”，是“躺在
岁月中的传奇”。游人来到这里，但见一边是碧蓝的大
海，一边是葳蕤的山林；沿路寻觅，崖石蜿蜒，浪花咬
出的一道道齿痕，无不记录着沧桑岁华。海风拂拭中，但
见农舍渔村，半隐云间，半隐芳丛；顿时，隐隐的惬意与诗
意浸染了衣衫……

来到三都澳，除了收获满满的历史感和美妙的山海风
光，更引人入胜的就是面对闪金烁银、风华锦绣的天湖，一
种暖暖的旷世之美会即刻包裹人的全身。站在天湖岸边，
举目望去，蒹葭苍苍的碧蓝波心，杂树生花的斗姆山岛，像
一幅幅逶迤、明丽的风景图画，看得人直在心里叫道：美，
确是会化掉一个人的哟！

山区的雾景象万千，有的铺于山谷，有
的系于山腰，还有的聚在岭上。在安徽桐城
西部，就有一座因雾常聚于岭上而命名的大
山——雾聚岭。

沿着 S337 省道，出桐城市区一路西行，
翻过一道道山梁，我们来到大塘村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望狮岭中心村庄。驻蒋潭村
扶贫工作队副队长齐汪林当向导，带我们沿
着一条新修的水泥路，走向雾聚岭。路很好，
宽约 4米，蜿蜒曲折，从山脚往山上延伸。齐
汪林介绍，这是专为甲辰庵林场修建的扶贫
路，极大方便了茶农和茶叶机械进山。

越过甲辰庵水库，爬上一座小山包，来
到集体林场中的茶园。站在这里仰望眼前的
雾聚岭，只见大片灰白的岩石，高约数百米，
如刀削斧斫，将大山的骨骼掀开给我们看，
将山的坚韧展露给我们看，我的心里，蓬勃

着一股刚毅之气，如春草般滋长。
小雨初歇，暗云低垂，一直垂到雾聚岭，

将山顶搂进怀里。齐汪林说，这里属大别山
东南麓余脉，海拔高，山顶终年多雾，景象万
千，山名由此而来。雾聚岭是唐湾知名的旅
游景点，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会攀岩而上，
直到山顶。遇到晴好的日子，站在高高的山
脊，北望桐城舒城交界山岭上呼呼作响的风
力发电大风车，南望苍茫的群山和群山外广
袤的平畴，“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油然而生。
此刻，雾聚于岭上，岩石成为一幅壁画。雾为
画笔，徐徐挥毫，壁画也随之飘逸鲜活起来。

雾聚岭北麓的200多亩集体茶园，常年
有雾滋润，山间有野生兰草，加上土壤富
含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茶质好，生产的有
机茶供不应求。齐汪林说，蒋潭村做大做
强茶叶经济，利用村集体茶场和扶贫驿站，

吸纳贫困户务工就业，带动全村茶叶收入
600 余万元，早已将贫困村的帽子甩得远远
的。2019 年，蒋潭村被评为安徽省产业扶贫
十大示范村。

雾聚岭是蒋潭村的绿色旅游景点，但不
是唯一。蒋潭村部所在的中心村庄里，扶贫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白墙红瓦，一派祥和；
蛛网似的水泥路纵横交错，密集的路灯沿路
林立，翠萍家庭农场流转的高山有机稻田园
规划有序；利用扶贫项目资金修整的河道，
水清岸绿；许大屋组已脱贫户许世福家种植
的桔梗，花蓝叶绿，涌动着勃勃生机……齐
汪林说，摘掉贫困帽子的蒋潭村，通过茶叶
产业巩固脱贫成果，通过绿色旅游和红色教
育，带动村民就业创富。

从甲辰庵集体茶园下来，我们来到蒋潭
村的红色教育基地。

基地与大塘村望狮岭中心村庄相邻，新
修建的旅游停车场前有一排整修过的古建
筑，青砖黛瓦的平房，墙上有一块“桐怀潜地
区第一次党代会（望狮岭会议）旧址”铜牌。
1940年 2月下旬，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在桐
西蒋铁乡望狮岭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成为
中共领导桐城地区抗日斗争的历史转折点。

从望狮岭会议旧址南行数百米，是大独
山烈士陵园，这是为纪念解放战争中刘邓大
军在此狙击敌军壮烈牺牲的战士而建，雄伟
的烈士纪念碑耸入云天。青山埋忠骨，碧血
染长英。站在烈士陵园广场，仰望雾聚岭衬
托着的烈士纪念碑，不由浮想联翩。

雾聚岭，望狮岭，革命烈士洒过鲜血的
地方，沐浴着新时代阳光，砥砺奋进，已展现
出全新模样。

图为雾聚岭。 叶鹏程摄

中国旅游日设立十年

中国旅游向新求变
本报记者 尹 婕

跟着“游圣”游宁波
张正伟 徐铭怿 俞凤翔

5月19日，我们迎来了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推出诸多旅游惠民措施。北京的故宫、武汉的黄鹤楼、西

安的兵马俑等国内知名景区景点也陆续重新开放，旅游复苏的气息传遍中华大地。

自2011年中国旅游日设立，已整整十年。这十年，中国旅游无论是体量，还是影响力，都已大为提升。

社会各界对旅游业的认识、游客的旅游行为和态度等，也有了新的变化，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旅游的

日益进步，也可一窥中国旅游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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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 聚 岭 上雾 聚 岭 上
疏泽民疏泽民

江苏泰州溱湖湿地的会船表演。 汤德宏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