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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许春媚

高考结束了，中考结束了，学生们也
要放暑假了，不少人已经开始计划着暑
期之旅，打算好好放松一下心情。随着
国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出境游被越来越
多的家庭青睐。出境游免不了刷卡消
费，近日，《旅游周刊》记者走访了中国银
联海南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请专业机
构为海南即将出国旅游的人们说说“那
些境外刷卡的事”。

出境游带卡比带现金安全

《旅游周刊》记者从岛内几家经营出
境游业务的旅行社了解到，出于习惯使
然，目前还是有不少游客选择带着外汇
现钞出国旅游。

“国家对于出境所能携带的现金是
有额度限制的，所以游客出境我们认为
带卡比带现金更安全便利，而且遇到紧
急情况还可以透支应急或申请紧急现金
服务。”海南银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国内银行发行的银联卡、Visa卡、
Master卡在国外消费均可使用。

据海之缘国旅一位负责出境游的领
队介绍，出境后游客会需要使用到现金
的情况一般是用来支付交通、小吃、小费
等情况，所需额度并不大，因此游客出境
前可以根据自身的旅游计划尽量选择适
合的比率事先兑换好适当额度的当地货
币即可，否则没有使用完的现金再购回
人民币，买进卖出这一过程会造成损失。

境外使用银联卡更实惠

“一般游客出境不需要办理新卡，
国内日常使用的带银联标志的银行卡
几乎都可以在境外使用。相较于其他
国际银行机构发行的银行卡，在境外
使用中国银联卡的最大好处就是银联
卡是直接通过人民币结算，走银联网
络刷卡消费或ATM取款，不需要支付
货币转换费。

”海南银联相关负责人说，光光这一
项就可以为出境游客节省下一笔不必要
的开支。

据了解，游客在境外刷卡消费时都
会涉及币种问题，如果手里的银行卡入
账币种与消费时的结算币种不一致，就
会产生货币转换费，通常为交易金额的

1%到2%。因此，游客在出境前需要考
虑自己的旅游目的地，来判断选择银联单
币种（人民币）卡还是双币种卡，或者是以
欧元等其他非美元外币结算的卡片。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国内银行发行

的 VISA 和 MASTER 都带有银联标
识，但有银联标识的卡，只有卡号以62
开头的才是真正的银联标准卡，而以4
开头的是 VISA 卡，以 5 开头的是
MASTER卡。这种双标识的双币卡在
国外使用时，在不提前说明或者刷卡终
端机不支持银联的情况，一般会通过其

他卡组织的网络进行结算。“所以如果有
可能建议游客尽量使用银联卡，双币卡
在银联通道不能使用时才作选择。”

目前，银联卡的国际受理网络已日
趋完善，境外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200万家商户、110多万台ATM
受理银联卡刷卡消费或者提取现金，其
中包括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瑞士等。在
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ATM和商户是
逐步接入银联网络的，所以并非所有
ATM和POS终端均可受理银联卡，如
果没有贴银联标识的，可以主动询问是

否受理。而在欧洲等地区，由于当地习
惯，银联标识仅显示在屏幕上，需要刷卡
人注意查找。目前，为适应中国人的消
费习惯，在泰国、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可
以受理银联卡的ATM大部分都增加了
中文的操作界面。

“在境外我们更推荐游客使用银
联的借记卡。”海南银联的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境外使用信用卡刷卡可以
透支并享受一定免息期，但是消费额
度受限，而使用银联借记卡，刷卡消
费不受信用额度限制，仅受账户余额
限制，更适合大额消费。此外，境外
使用信用卡如果取款，除支付一定的
手续费外还需支付预借现金的利息，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有现金取款需求
的客户尽量使用借记卡，取款时仅需
支付一定的手续费。”

境外刷卡需注意安全

“游客出境需要注意用卡安全问
题。”海南银联工作人员提醒说，近几年
境外信用卡盗刷猖獗，一旦信用卡卡号、
验证码被偷窥、记录，就有可能发生盗
刷。因此，在境外刷卡时一定要将银行
卡置于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不要转交他
人刷卡，输入密码时尽可能遮挡，防止信
息被窃取。为保险起见，游客还可以选
择回国后进行换卡，变更卡面信息等手
段进行预防。

除了相关使用范围和安全提醒外，
采访中，海南银联的工作人员还给《旅游
周刊》记者介绍了一些境外用卡的一些
小常识。

据介绍，在境外使用银联卡在
ATM上取款，按照国家主管部门的规
定，借记卡每日累计取款不能超过1万
元人民币等值的外币，信用卡累计取款
限额各发卡银行也有明确规定，需要游
客出境前咨询清楚，否则有可能因超限
而被拒取款。

如果游客在境外遗失了银行卡，可
以立即致电发卡银行办理口头挂失，回
国后再办理相关书面手续。如果遇到卡
丢了又急需使用现金的情况可以拨打服
务专线号码申请银联的紧急现金服务。
如果游客遇到ATM吞卡的情况，必须在
自吞卡次日起的3日内（遇节假日顺延）
持护照等有效证件到吞卡ATM所属网
点办理领卡手续，逾期未按规定领卡的，
卡片将被销毁，持卡人回国后可以向发
卡银行申请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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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小林

昌江县位于海南岛西部，向以干旱、闷热著
称，但毗邻著名风景区棋子湾的海尾镇湿地公园
里，却是另一番风景。走进这里，你会有种时空错
乱的恍惚感，因为眼前的一切，仿若置身茫茫东北
林区，扬鞭催马穿行在万里松林之中；抑或是徜徉
在江南风情小镇，小桥流水，荷花盛开，园林幢幢。

总之，这是一块扎根海南沿海，却又最不像海
南的神奇土地。

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画卷

海尾湿地公园占地面积4448亩，为平原和海
岸沙滩地貌。区域范围内没有较大的河流，但由
于近海边，地下水极为丰富。地面水主要有鸡沟
田水沟，雨季可汇集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雨水，有
着大面积的湿地、草地、滩地、红树林保育地、鸟类
栖息地、海防林等，是海南比较稀缺的内陆淡水沼
泽湿地。

步入湿地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连绵数百
里的绿色长城——木麻黄海防林带。密密匝匝的
林海将烈日挡在树外，走在林间，顿觉凉风习习，
空气中弥漫着树木花草的芬芳。最奇特的是，木
麻黄的针叶常年累月落在地上，已经形成厚厚一
层黄色“地毯”，赤脚踩在上面，即觉松软，又有针
刺的感觉。

穿过防风林，眼前是一块一块的湿地、滩涂，
不多的水面在阳光下泛起粼粼波光。几群白色水
鸟在水边滩涂上起起落落自由吃食、嬉戏。护林
人饲养的大群鸭、鹅，在水岸边大声、畅快地叫唤
着。树丛中，毛色闪亮的家鸡随意漫步、觅食，见
了我们这些生人也不显畏惧。

我们在公园内转悠了一下午，从碧波白沙的
海边，到生机盎然的湿地，对海尾湿地公园独特的
地貌和环境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里处处体现出
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镜头，好一幅世外桃源盛
景。

荷花朵朵赛江南

我是在江南一带长大的，对荷花并不稀罕，但
移居海南24年，在海南的土地上见到如此盛开的
荷花还是第一次，既好奇又有些激动。

面对海尾湿地公园里满塘迎风摇曳的荷花，
我不由得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若耶溪旁
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
香袂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
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采莲女
在柳绿荷红的水面上忙碌的婀娜身姿、吴侬软语
在荷花间回荡的情境，似乎只能发生在江南水
乡。真想不到，在热带海南也能见到荷花朵朵的
俏丽身影。

同行一位朋友的太太是陕西人，她以前只是
在电视上、照片中见过荷花塘，这次在海尾湿地公
园里见到了一蓬蓬碧绿的荷花叶和一枝枝嫣红绽
放的荷花，更是欢欣不已，掏出手机不停地拍照。

我们顺着河堤下到水面处，想要近距离打探
一番离海水如此亲近的荷花秘密。大概是近期雨
水较少的缘故吧，这一洼水塘，其实水极浅，只能
漫过脚面的样子，但丝毫没有影响荷花们的生长，
繁茂和怒放的阵势一点不比在我家乡生长的差，
可见它们生命力之顽强。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
了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不是江南，胜似江
南。

原生态之美仿若天堂

海尾湿地公园内旅游资源丰富，是生态旅游、
观光度假、科普教育的理想去处。

当地有关部门采取了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
的策略，保护与开发相得益彰，使得丰富的特色资
源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体验，一睹大自然的
风采。

密林深处，依次建起了几栋别墅和海边小木
屋，具有浓郁的江南庭院风格，假山环绕，长廊相
连，朴实中尽显端庄、大气。夜阑人静之时，我们
在空阔的庭院里把酒畅谈，如洗的夜空中群星闪
烁，树丛间蛙鸣虫吟，仿若天堂。

今天的海尾湿地公园还不太为人所知，有种
远在深处人未识的难得寂静感，这里游客不多，
风清水静，鸟鸣幽幽，与海南岛上其它人头攒动
的热闹景点形成强烈反差，原生态之美令人流连
忘返。

据了解，海尾湿地公园刚完成一期工程建设，
今后将把这里打造成大型生态旅游景点，计划建
设海南第一个海上高尔夫球场和海岸跑马场，成
为海南西部旅游一张靓丽的名片。

海尾湿地公园，
海南另类风景线

出境
出岛 精品线路

i 游记单车放飞梦想 浪漫骑行法国
梦鸿：出发了，骑行在巴

黎街头，领略异国城市风光，
远古与现代结合得如此融
洽。大街小巷排列的如此整
齐。一路骑游，一路感慨，轨
道公交、红灯绿灯、童话里的
房舍街道反复出现，搞得灵魂
忽远忽近，思绪忽上忽下，真
心的不想骑车了，想要能在街
边静静发呆该有多好。

逍遥：今天骑行从布卢瓦
到沙托单，全程不到八十公
里。法国在欧盟是农业大国，
今天一路都是看见一望无边
的麦田，有的已经金黄，有的
则刚刚抽穗，油菜已经快到了
收割的时候，要是早来一个多
月，肯定是金黄的油菜花分外
妖艳，豌豆是开花挂角，还有
大片的洋葱……

逍遥：单车放飞梦想 浪
漫骑行法国。在法国的骑行
路线，欧中友协和法国的自
行车协会骑驴们想得很周
到，我们骑行之处，是法国最
好的骑行线路之一，我们主
要沿着法国的母亲河——卢
纳尔河行进，无论沿途的风
景还是古堡，都给我们的骑
行增添了浪漫。

暑期出境游
刷卡有学问

海南快乐小记者写作夏令营（6
天），开营日期：7 月 20 日，2180 元/人
（推荐理由：你希望提高写作能力吗？
喜欢创作吗？这个暑期记者随行，带孩
子走进魅力博鳌青少年拓训营，开展为
期 6 天的写作夏令营。通过独特的视
角，向青少年传递在博鳌的所见所闻，
并针对写作难题开设“访名企、探名村、
游名址”外出采访与专业培训相结合的
写作营形式，彻底解决“害怕写、没写
的、不会写、写不长、写不快、写不好、分
数低”等作文难题）

（报名电话0898-66668888）

■ 本报记者 马珂

“惊喜从下飞机的那一刻便迎面而
来！”虽然已经从法国回来有几日了，但
是王建珍和几个海南骑友仍然沉浸在
法国骑行之旅的美好之中。王建珍拿
着手机，一张张照片记录着飞机落地那
一刻的全新体验。

“海南的骑行如何与旅游融合得更
紧密？”欣喜过后，海南天涯骑驴的骑友
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

“探骑”：
天涯骑驴首次团体海外骑游

今年年初，一封邀请函，搅动了天
涯骑驴俱乐部里会员的心。在中法建
交50周年的大背景下，法国全法自行车
旅游联合会和欧中友好协会向中国的
骑友们发出欧洲骑行旅游邀请。

“天涯骑驴组团骑遍全国，可出国
骑行还是头一遭。”队友赵建生称，在内
部吹响集结号后，队友们迅速响应，最
终17名队友整装待发。

法国对于自行车骑友来说，绝对是
心向神往之地。赵建生告诉记者，自行
车比赛始于19世纪的欧洲，首次有记载
的公路自行车比赛是1868年在巴黎的
St Cloud公园举行的。

“法国人对自行车的热爱最集中的
体现就是一年一度的“环法”了，另外，
骑行已经成为法国旅游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赵建生说，海南骑友们此
行，除了体验当地骑行乐趣，更重要的

还想看看，在法国骑行与旅游到底是怎
样结合的。

12天的骑行旅游从6月6日正式开
始。然而惊喜从5号到达法国当天便接
连不断。

队友尹祖平说，走出飞机的那一刹
那，蔚蓝的天空和白云令所有骑友一下
子爱上了这个地方。“随后有当地政府
官员参与的欢迎仪式，鲜花、香槟、拥
抱、祝福，当地人的热情令我们对未来
的旅行充满期待。”尹祖平说道。

探秘：
私人定制法国浪漫骑游线路

这是一条专门为中国骑友私人定
制的骑行路线，古堡、田园、乡村、骑行
……无处不散发着浪漫的气息。

“这条线路很有特色，在古堡之中
贯穿着田园风景，让我们有置身童话世
界的感觉。”队友蔡笃梅至今回忆仍陶
醉其中。“整条骑行线路上，非常的安
静，少有熙攘的人群，那种真正的田园
生活令我们向往，即便我们午餐有时候
是在墓地野餐，也会觉得那里是一种特
别的宁静风景。”

“骑行于卢瓦尔河城堡群中，一直
保持原有外观的古堡，让我们有了穿越
的错觉。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法国浓
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打破了我们来之前
对法国仅是时尚之都的印象。”赵建生
记忆深刻的是古堡的维修全部是修旧
如旧，而且维修部位也很讲究，是在不
影响游客欣赏古堡的前提下进行的。

古堡以外，一路的田园风景也令骑
友们流连忘返。“大片大片的麦田和油
菜田，一眼望不到边，一阵风吹过来，掀
起层层麦浪，这时你才发现麦浪中还有
一些红色娇艳的小花躲在其中。”

王建珍的微信里已经发了百余条
法国骑行的感受。“骑行在法国已经深
入人心了，你总是能看到法国的大街
上有骑行者。而我们骑行经过之地，
也会有当地人热情地鼓掌为我们加
油。”王建珍说，沿路上法国人家的围
墙也令她有很深的感受。“他们的围墙
几乎不是用来防盗的，而更像装饰，形
状各异”王建珍说，有的是绿色植物修
剪出来的，有的是砖头垒的，有的则是
拱形的，还探出些许枝丫，像是走进童
话世界。

“领骑的热情让我们感动，有些领
骑到了他的家乡，就会特别带我们走
一些他认为很美却不在线路中的地方”

探究：
骑行与旅游的融合之道

除了美景，海南骑友们收获到的还
是骑行与旅游完美融合的经验。

“从落地到离开，我们感受到的都
是专业化的安排和细致的照顾，即便是
入住家庭旅馆，在环境和饮食方面也绝
对是高标准的。”赵建生说，房间的干净
和早餐的丰盛，令队友们有充足的精力
和愉悦的心情开始新一天的骑行。

据了解，法国全法自行车旅游联合
会已经有百年历史，是欧洲最大的自行

车民间组织，拥有12.4万名会员，3100
个俱乐部。骑行已经成为法国旅游中
的一个特色项目。同时法国也为骑行
创造了足够的条件。“法国很多小城市
之间都有专供自行车行驶的绿色通道，
并不宽阔，但两边野芳幽香、佳木成荫，
清澈见底的小溪淙淙流过，乌鸦、麻雀
时而相和，在这里骑车完全是享受。”尹
祖平说，法国骑行旅游的服务体系已经
十分完善，无论你骑到哪里都会有贴心
的专属服务。

“海南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特别适合发展骑行旅游。尤其是冬季，
可以吸引国内外的骑友来体验。”赵建
生说，通过此次法国骑行旅游，海南骑
友们与当地骑友充分交流，并邀请法国
骑友们到海南体验，为海南骑友和法国
骑友都开辟了一个新的骑行目的地。

据了解，海南骑行与旅游的融合要
追溯到2002年海口市骑行俱乐部的成
立。赵建生作为最早参与环岛骑行的
成员之一，骄傲地告诉记者，目前环岛
骑行已经成为品牌活动。

多年以来，海南骑行旅游发展并不
是很顺畅，目前也只能算是起步阶段。

“骑行绿道的建设并不是唯一能促进骑
行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一路
吃、住、安全等保障，可能比一条道路设
计更实用。”赵建生说道。

目前天涯骑驴俱乐部也正在为琼
北市县设计40条骑行线路，“人们对自
行车骑行理念的提升和骑行旅游软实
力的保障是促进骑行旅游的根本。”赵
建生说道。

路线1

“澳”世无双，澳洲自驾亲子9日游
（9天），开营日期：8月20日，26800元/
人（推荐理由：畅游十大城市和风情小
镇，玩转澳洲；零距离接触动物明星—
考拉、袋鼠、沙袋鼠、神仙企鹅；观赏海
港大桥、歌剧院、岩石区、邦迪海岸等
著名景点；在世界级自然景区蓝山国
家公园，无限制搭乘高空缆车丛林缆
车、丛林火车；黄金海岸深度体验热气
球鸟瞰城市全貌；全程自驾930公里，
畅游澳洲东海岸线，澳洲旅游局官方
权威推荐）

（报名电话0898-66668888）

新加坡留学体验亲子夏令营（6
天），开营日期：7 月 18 日，5680 元/人
（推荐理由：对于有留学倾向的学生，新
加坡往往成为首选。这里汇聚了现代
与传统，融合了东西文化之精粹，再加
上它的整洁环境和充满都市气息的氛
围，让这个“小国”散发着莫大的魅力。
这里可以体验留学生活，参观新加坡国
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一起感受体验
当地学生的学习生活氛围，增强孩子对
留学的兴趣。父母随行，随心所欲自由
行，享受亲子欢乐）

（报名电话0898-666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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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3

昌江海尾湿地公园风光。
海报集体全媒体中心记者 张茂 摄

在布卢瓦乡村骑行。

澳大利亚悉尼。

（图片由海南天涯骑驴俱乐部提供）

骑友在埃菲尔铁塔前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