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旅游周刊 旅游圈 WEEKLY 执行主编：杨春虹 主编：李丛娇 美编：庄和平
2014年11月19日 星期三 B09

1997年，中国海南省与韩国的济州
道、日本的冲绳县、印尼的巴厘省共同
发起创立了岛屿观光政策论坛这一国
际性旅游合作组织。论坛自成立以来，
每年举办一次成员大会，短短一天的政
策论坛更多限于学术方面的交流和研
讨。作为今年的主办方，泰国普吉府希
望能够借此平台更好地促进各岛屿旅
游目的地的交流与合作，在举办论坛之
余，更专门邀请海南旅游考察团赴普吉
进行了为期7天的交流考察，从总体旅
游发展介绍、产品开发、宣传促销、旅游
教育再到航线开发、社区合作……海南
旅游考察团从另一个角度得以近距离
感受普吉这个世界一流海岛旅游目的
地的成功之道。

《旅游周刊》记者全程参与了本次
学习考察活动，希望通过这组来自普吉
旅游第一线的报道，让更多海南旅游业
界能够了解和分享普吉经验。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行走在普吉的古城区，让海南旅游
考察团有时空穿越的感觉：这条不就是
解放路，那条不就是博爱路，再下面那
条像不像中山路……

的确，这个主要由骑楼构成的古
城区，与海口的骑楼老街有太多的相
似。仔细一看并不奇怪，海南的骑楼
老街当年正是下南洋的华侨们回乡建
设的。随着普吉对文化旅游的推进，
过去一直不显眼甚至因为老旧被人遗
忘的古城区，近年来被重新定位成了
普吉文化的主要展示区，通过对古城
区的维修尤其是对社区氛围的营造，
现在这里成为普吉最吸引游客的文化
旅游区。

打通“五脚基”

普吉古城基金会在其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其中，号召大家打通“五脚
基”，就是工作的开始和重中之重。

骑楼建筑里宽约5呎、有顶盖的人
行道或走廊被称为“店铺的公共走廊”，
也称“五脚基”（FiyeFootway）。一开
始这些走廊是家家相连的，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为了安全或其他原因，不少人家
把“五脚基”砌起来，自家形成了一个独
立的空间。

“‘五脚基’更多展现的是一种开放、
包容的心态，古城区的改造，就从打开这

堵墙开始。”古城基金会会长一家家登
门拜访，交流沟通，渐渐有人愿意打开
这堵墙了。于是，一条街打通了，另外
的街区觉得不错，接受的人越来越多，
古城的“五脚基”又恢复成了公共走廊。

街坊齐参与

“我们发现街坊间的关系亲密了，
大家对古城的热爱增加了，对游客也非
常友善。”古城基金会会长坦言，打开了
一堵小小的墙，其实是打开了每个人心
头的一扇窗。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传承当地文
化，维护和保护古建筑，我们通过组织
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号召古城居民
共同维护古城环境，热爱自己的故乡，
我们也会邀请古城的老人们聚餐，倡导
尊老敬老的风尚，而这些老人其实也是
传承文化、保留文化最重要的人。”古城
基金会会长告诉海南客人，明年的预算
是80万泰株（合计人民币16万元），会
用于古城区的路灯维修，传统节日的举
办，还会继续举办故交联欢会，继续打
通更多“五脚基”，还会制作传统的人力
车供游客观光。

现在，到古城区浏览观光的外国游
客越来越多，古城区增加了宾馆、酒店，
不少老宅维修改造后变成了咖啡厅、餐
厅和纪念品店，市民对文化的保护和传
承更有热情。“我们希望居民依然保留
着传统的文化和习俗，生活不要太过奢
华，不希望他们吸收太多外来文化。”普
吉古城主席说，为了保护古城区的风
貌，不允许在古城区建舞厅、KTV等扰
民项目。现在，每到周日，市民都非常
配合将古城区变为步行街区，给游客更
好的旅游体验。

普吉古城的开发之道——

全民参与
营造魅力普吉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被誉为安达曼海明珠的普吉岛，拥有
一流的大海、沙滩、阳光，一个接一个的海
湾，就是旅游人看了也感慨上天对普吉的
大方恩赐。但这些令外人艳羡的旅游资源
和生态环境，在普吉市与海南岛的交流中
几乎是一句带过，主人仿佛觉得那是再正
常不过的事了。

“我们最重要的旅游策略，是发展普
吉文化旅游！”普吉市旅游局局长反复表
明这样的态度和观点，令海南考察团印

象深刻。

多元文化富矿

一个上午的交流中，普吉人努力向海
南客人展现自己独特的文化。普吉岛上民
族众多，有泰族、华族、马来族和黎族等，每
一个民族的民俗、风情都成为普吉开发文
化旅游的富矿。

以18世纪才进入普吉的华人为例，因
为华人迁徙的路线是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
槟城再到泰国普吉，所以，普吉的民间团体
经常与新加坡、槟城两地开展民间文化交
流。因为文化上的相似性，今年9月18日，
普吉与槟城结成友好城市并签署联合备忘
录，表示两地会在经济、教育尤其是文化、
历史保护和传承上共同发展，当天还举办
了两地的历史文化讲座。

在普吉古城区，华人占了绝大部分，但
还有基督徒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徒，所以，
这里华人的祠堂、基督教堂、清真寺等共同
存在，或许因为上百年的相伴相融，在古城

区里显得又是如此和谐。

深度挖掘包装

华人的民俗被当作是重要的旅游资
源。11月1日是普吉斋戒节游行，现在这
个为期10天的斋戒节每年都会吸引着大批
游客专程赶来体验和感受。一大早，海南
考察团受邀到古城区观看游行，一看傻了
眼：这不就是海南的公期？！

无论是游行的方式还是穿杖表演，都
与海南公期非常相似。当天上午，普吉市
政府由市长带队，设立了专门的展示区供
游客欣赏拍照，参加游行的群众和花车只
要看到游客拍照，都会非常配合地停下
来，不时还会向围观的市民、游客发放各
种象征着吉祥的小物件，现场气氛非常
火爆。

游行期间，一辆辆的大巴车从另一
个车道驶过，对车上的游客而言，这是一
场难忘的民俗展示，纷纷拿出相机拍照
留念。

当一天普吉人

当地人告诉海南客人，在普吉，一年到
头人们似乎都在寻找各种各样狂欢的理
由。以11月1日为例，上午是斋戒节游行，
下午是普吉旅游季开幕。当天下午，著名
的芭东海滩成了一个狂欢的海洋，附近酒
店、餐厅、按摩店在海滩上开设摊点，游客
可以一路吃过去、看过去、玩过去。

旅游季的游行更是全民狂欢，甚至就
连农妇们也专门组成一个方阵，她们也拿
着自己的农具，略带娇羞又颇为自豪地跟
随在普吉市长的队伍里一起游行。近两个
小时的游行内容丰富，既有各种新奇的表
演，也有传统民俗的表演，更有当地群众朴
实无华的方阵。

普吉市长告诉海南客人，现在在普吉
最时髦的旅游方式是“当一天普吉人”，不
少游客会选择到普吉的乡下或社区里，学
着普吉人的样子，干活、吃饭，体验原汁原
味的普吉生活。

拥有着一流自然旅游资源，却更重视对文化的挖掘

文化旅游，感受不一样的普吉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应泰国普吉府邀请赴泰考察的海南旅
游考察团从广州转机到达普吉岛时，已经
是晚上11点多。同机的航班上中国游客
很多，原以为办理落地签证会很麻烦，但大
家在当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完表格后
发现，其实仅仅花一两分钟就轻松办完在
普吉的落地签，又因为正好赶上泰国免签
证费的优惠政策，仅需缴纳20元人民币或
是100泰株的办理费用。

在深夜的普吉机场，海南旅游考察团
遇上了熟悉的老朋友——俄罗斯游客。海
南旅游业界很清楚，在俄罗斯市场，普吉岛
是海南岛最大的竞争对手，甚至在海南刚
刚开始推广的北欧、澳新等新兴旅游市场，
普吉岛都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亚洲海岛旅游
目的地。

一年接待外国游客839万——

气候、直航吸引大批海外客

机场看到的大批俄罗斯游客仅仅只是
感性认识，第二天与普吉市政府的交流则
用理性的数字告诉海南岛这个竞争对手的
强大。

2013年，普吉岛接待游客1196万人，
同比增长10.85%。其中，接待外国游客
839万，泰国本地游客360多万。中国、俄
罗斯、澳大利亚是其三大境外客源市场，去
年的接待量分别为 113.9 万、71.5 万和
57.6万。

而同期海南接待外国游客不到百万人
次，俄罗斯游客仅十余万人次！

普吉岛面积仅为543平方公里，是泰
国境内唯一受封为省级地位的岛屿，被誉
为安达曼海的明珠。500多年前，这里是泰
国主要的锡矿基地，大批中国劳工当年正
是冲着这里的锡矿来到这里的，上世纪70
年代，普吉岛锡矿资源枯竭转而谋求旅游
发展，仅短短40多年的发展，现在这里已
经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成为
普吉岛的第一收入来源。

“我们的快速发展更多得益于气候的
优势，以及开通的大批直航航线。”普吉市
旅游局长告诉海南客人，一开始是因为冬
季温暖的气候，吸引了一批欧美客人到这
里避寒过冬，渐渐的亚洲客人尤其是中国
游客也相继来到这里。这里距首都曼谷近
900公里，一开始是通过转机，渐渐地加大
了直航航线的开通，现在，这里每周开通的
航班达到747个，其中国际航班402个，仅
上海到普吉每天直飞航班就达6个。

六大系列旅游产品——

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与正在建设中的海南国际旅游岛目标
一致，普吉的目标也是致力于成为世界旅
游胜地。在说到普吉的旅游产品时，普吉
市旅游局长将那些外人看来条件得天独厚
的海滩仅仅是归入到其自然产品系列中，
并没有向海南客人做更多的介绍。

反而是向海南客人重点介绍了他们的

环保旅游、社区旅游以及历史文化旅游。
“这其实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旅游策略
和方向！”普吉市旅游局局长很自豪地说，
普吉在这些领域曾多次获奖，希望以此确
保旅游的高品质。

普吉周边的数十个岛屿也是颇受中国
游客欢迎的，其中尤以PP岛在中国游客中
最为有名。在PP岛码头，放眼望去几乎清
一色中国游客，甚至就连码头的商场都是
中文标注外加中文售货员。为了把旅游开
发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更小，这里甚至没有
建设专门的游艇码头，仅用塑料的浮桥搭
建了供游客上船的通道。而上岛时游客更
需要身着泳衣，经过齐膝甚至是齐腰的海
水才可以到达岸上。

普吉的旅游景点不算太多，更多的是
自然风光自然欣赏。如著名的神仙半岛，
其实游客到那里更多是欣赏落日而非纯粹
的景点观光。

娱乐和体育旅游被普吉市旅游局列为
第六类旅游产品，其中包括动物园以及各
类海滨和海上的体育旅游项目。

“这里的旅游产品非常丰富，配套也很
完善，我们已经是第3次过来了。”来自上海
的陈女士坦言，实惠的价格也是吸引她们
的一大因素，这里的滨海五星级酒店，房价
均在千元左右，周边的餐饮、娱乐等配套都
很齐全，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游客人数已经饱和——

希望拉长停留天数增加消费

在芭东海滩，放眼望去，现在几乎成了
俄罗斯游客的天下。“普吉是如何吸引了大
批外国客人？尤其是俄罗斯市场。”海南旅
游考察团在艳羡之余，开始向普吉市旅游
局局长讨教。

“我们的游客人数已经足够了，我们现
在要控制人数的增长，我们不希望有更多
的游客了！”普吉市旅游局局长态度非常明
确地告诉海南客人，会严格控制游客的增
长幅度，会认真评估过多的游客是否会对
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我们希望
可持续发展，资源浪费大、消耗多的旅游产
品和项目，即使现在是赚钱的，我们仍然不
会选择！”普吉市旅游局局长坦言，对普吉
岛而言，现在更看重的是游客的停留时间
能够更长，而消费能够进一步增加。

现在，普吉岛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在4天
左右，每天平均消费1000元人民币左右，
在普吉旅游人看来，这两个数据的增长，显
然才是更值得关注和努力的。“这样的增
长，对资源的损耗相比是比较小的，也是确
保高品质旅游的关键，这样才能实现普吉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普吉市市长进一步阐
述了对普吉未来旅游的发展理念。

“海南需要注意对价格的调控，以及配
套的完善，这对游客的体验度有非常大的
影响。”一位祖籍海南文昌的普吉五星级酒
店负责人提醒海南客人，过高的酒店房价
会影响客人的选择，而完善的配套能够让
游客留下来、愿意掏更多钱消费。现在海
南的酒店硬件已经堪比世界一流，但软件
方面的提升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

普吉岛控制游客人数，甚至不惜减少直航，一切只是为了——

高品质旅游 可持续发展

案例分享

普吉岛的世界一流是怎样炼成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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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客最喜爱的PP岛。 本报记者 杨春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