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6月9日，又一年高考结束。从考
场中走出来的考生们终于可以摆脱长
久以来的紧张，迎来一个悠长假期。或
许你耳畔已经响起了何炅的《栀子花
开》，和同学们相拥痛快哭泣；或许你正
对着相机，摆着各种难以形容的
POSE，把最纯真的笑容留在了18岁的
毕业照上；或许你正查阅大学资料，对
未来的路充满着憧憬与渴望……

毕业了总会说再不疯狂就老了，大
部分学生更会选择用毕业旅行的方式
来告别青春，用脚步去丈量世界。追至
天涯海角，回头看才发现，这段旅行将
是一生中不会再有的疯狂与无悔。

对于每一位旅行者来说，每个憧憬
中的目的地都充满了惊喜；每走过一个
地方，都会留下或浓或淡、或喜或悲的
味道。海南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她浪
漫而又悠闲。在这里你会发现原来时
间并非只有前进的状态，也不用有逝者
如斯夫的担心。她的香软，不正是行色
匆匆的你寻觅已久的心灵驿站么？与
她相识后，从此你便相信了，原来一见
钟情并不是传说。

入海
感受浩瀚与蔚蓝

亚龙湾，这是三亚乃至海南旅游的
一张名片。她枕在青山怀抱中的半月
形海湾。

这里气候温和、风景如画。这里不
仅有蓝蓝的天空、明媚温暖的阳光、清
新湿润的空气、连绵起伏的青山、千姿
百态的岩石、原始幽静的红树林、波平
浪静的海湾、清澈透明的海水，洁白细
腻的沙滩以及五彩缤纷的海底景观等，
而且八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椰影婆裟，生
长着众多奇花异草和原始热带植被，各
具特色的度假酒店错落有致的分布于
此，又恰似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把亚龙
湾装扮的风情万种、光彩照人。

而在亚龙湾背后的东方，还有另一
座岛屿，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蜈支
洲岛。传说，曾有一位黎族姑娘织妹和
汉族小伙吴哥在此私定终生，于是以二
人的名字取名蜈支洲岛。

蜈支洲岛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晶莹
剔透的，四周的海，满岛的绿，还有绿树
丛中依偎的身影和海滩拾贝的笑声。
蜈支洲岛被誉为是戴着“银项圈”的“浪
漫之岛”，海浪一层层冲上海滩，雪白的
浪花永远洗刷着雪白的珊瑚沙。黄昏
时分，有一群美丽的来自海洋的小生灵
在夕阳斜射的海滩上爬行和跳跃。离
海滩不算远的林子里有好多竹子和芭
蕉搭建的小屋，住下来，无论观海、赏
月、听涛，都有一种仙游于“世外蓬莱”
的浪漫。

交通 从市区出发，乘14、24、25、
27、29 路公交车皆可到达亚龙湾景
区。若从亚龙湾前往蜈支洲岛，车程半
小时可到码头。也可乘船前往，约十几

分钟到蜈支洲岛，最晚离岛的船是下午
5：30，每15分钟一班。票价120元，若
是住岛，则仅需100元，此票是来回价。

登顶
把握尖峰时刻

来海南不要总惦记着三亚，在鹿城
之外，还有一处谧静待你寻觅，那便是
尖峰岭。

尖峰岭位于三亚西部的乐东黎族
自治县境内。登山入林那一刻，你会发

现古木参天，藤蔓缭绕，溪水潺潺，云雾
缭绕，融大山，大海，大森林于一体。林
海之中，奇形怪状的树根、盘根错节的
藤蔓互相缠绕，构成蜘蛛网状的天然屏
幕；那些附生植物蕨类，巧妙地繁殖在
死亡的大树上，宛如空中花园。雨林的
底层，生长着数以万计的真菌以及各式
各样的红白藤、过江龙、黄连藤、山姜、
鸡血藤、七叶一支花等植物

这片热带雨林山高林密，周围寂然
无声，尤其是海拔600米的天池，四周
天然林环抱，鸟语花香。600亩高山湖
碧波荡漾，一尘不染，是热带雨林里海

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其间的生
态湖——南天池群山环绕一碧万顷，是
传说中的南海观音沐浴净身圣地，更是
著名的避暑胜地。

到尖峰岭有两条道，一条通往主
峰，另一条去天池。天池是一块典型的
山中盆地。盆四周，众山环列，势若星
拱；盆底，一湖碧蓝碧蓝的湖水。那天
池的水又似一面巨大的放大镜，蓝天白
云，青山绿叶，全都倒映其中，天上水
间，融为一体。

交通 海口西站每天有上午三班、
下午两班车发往尖峰镇。若从三亚出
发，可在三亚汽车总站乘到黄流镇的
车，在镇上可包车或乘摩的、风采车前
往尖峰岭。

风情
体会小镇大爱

除却海和山，这里还有别具一格的
风情小镇。话别离，总有千言万语欲言
又止，就让这份伤情被琼海的这些小镇
的旖旎风光所驱散吧。

万亩良田、枕水人家、明清建筑、古
朴民居……琼海不仅有最美丽的田园，
还有最具特色的乡村，展现了琼海最朴
实、最生动、最具风情的一面。嘉积、博
鳌、中原、潭门、万泉、塔洋六个风情小
镇各具特色，在镇上逛一逛，到每个小
镇都会收获满满。

嘉积镇的万泉河带状公园风景优
美、绿树成荫。静静流淌的万泉河从五
指山一路走来滋润着两岸人民，也见证
了两岸人民的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老房子咖啡馆小憩一下，品一杯咖
啡，从老照片、老物件中追寻琼海的历
史，到银海杂粮一条街品尝各种杂粮小
吃，感受琼海人民悠闲的下午茶生活。

走入博鳌这座滨海小镇，这徜徉其
中仿佛进入了画卷。小镇每一所房子、
每一处街头小品都是精心设计的，展示
了博鳌的文化内涵。博鳌海边的酒吧
街里，不仅有原来的海的故事，还有新
开的老房子、般若海、曼半等，可以在这
里尽情地享受温柔的海风，让海浪带走
所有的烦恼和忧愁。在博鳌朝烈乡村
公园里，穿行在古村中的小巷中，可以
漫步、骑行、垂钓、品咖啡，体验琼海乡
村人家的生活。美雅村的阿叔农家乐，
朝烈村的万泉河旧事，大路坡农家乐都
是品尝博鳌味道的好去处。

交通 来琼海游园嬉镇，最理想是
自驾前去。从琼海市政府门前出发，延
银海路之行，至万泉绿洲小区掉头，然
后直行即可到达。若去博鳌小镇，则需
经银海路，进入S213公路，根据路牌指
引即可到达。

若不自驾，则在琼海站下车后，出
火车站，便会有出租车或海南本地特色
的风采车等候，距嘉积镇的万泉河带状
公园约11分钟的路程，距博鳌约30分
钟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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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赴美旅游超218万
豪掷238亿美元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国
家 旅 游 办 公 室（The National
Travel and Tourism Office，简称
NTTO）近日在官方网站公布，2014
年共有218.8万名中国旅客访美，总
共豪掷237.7亿美元，每10名中国客
9人会购物，平均每人花费约10800
美元。

这份2014年中国旅客在美旅游
的最新统计报告指出，去年访美游客
人数最多的国家为“邻居”加拿大，为
2300万人，比中国游客至少多10倍，
但加拿大游客总计旅游花费仅272亿
美元，稍微领先中国客的237亿美元，
由此数据，足可显示中国旅客消费实
力惊人。

2014 年访美中国客人数，比
2013 年增加 21%，与 2007 年仅有
39.7万名中国游客访美相比，足足增
长5倍。

报告指出，这群来美旅游的中国
客，2014年在美共花费237.7亿美元，
比2013年增加约20亿美元，2007年
中国游客在美旅游花费，全年度才累
计47亿7400万美元。

旅游安全管理应强化
风险监测预警能力

■ 谢朝武

加强旅游安全生产、保障广大游
客和旅游从业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是
旅游活动的基本要求，是推动旅游业
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国家旅游局于
5月底发出通知，要求开展“旅游安全
生产月”和“旅游安全生产万里行”等
专项活动，并从旅游安全氛围营造、旅
游安全理念宣传、旅游安全知识培训、
旅游安全明察暗访、旅游安全隐患曝
光、旅游安全应急演练等工作手段入
手提出了具体、系列化的要求，这对各
级旅游部门明确旅游安全工作的方
向、方式和行动等具有重要作用。同
时，我们应该看到当前旅游安全生产
形势的复杂性。

前不久发生的“东方之星”号游轮
在长江遭遇龙卷风而导致沉船事件，
造成大规模的游客伤亡。这表明，突
发性风险因素对旅游安全生产工作具
有重要影响。因此，提升旅游生产过
程中的突发风险防范能力和突发风险
应对能力是各地和旅游企业的重要任
务，这是减少旅游突发事件、降低旅游
突发事件损失的重要前提。

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经营者应在以
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1、提升旅游过程的突发风险监测
预警能力。各地应该按照旅游法的
规定，尽快建立目的地风险提示制度，
既要加强常规旅游安全风险的监测预
警能力，也要强化对偶发性的重大突
发事件风险的监测预警能力。

2、提升旅游过程的突发风险分析
判断能力。面对突然而至的旅游安全
风险因素，专职安全人员、从业人员和
旅游者等都应该具备相应的风险分析
和判断能力。

3、提升旅游过程的安全耦合能
力。在实践中，旅游安全生产应该弱
化风险耦合、强化安全耦合，要通过加
大安全投入、提升安全装备、强化安全
培训、优化安全机制等正向因素来提
升旅游安全耦合能力，从而提升旅游
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操作能力和运营能
力，保障旅游生产活动的安全进行。

4、提升旅游过程的紧急救援能力
和保险保障能力。迅速有效的救援响
应可以增加遇险游客的获救概率，降
低伤亡规模。各地应根据自身的风险
形势和条件基础建设符合自身发展需
要的紧急救援系统。 （中国旅游报）

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
将在华举办

据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消息，由国家旅游局、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的第七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丝绸之路旅游国际
大会（简称“丝路国际大会”）将于2015年 6月
18-20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其间，6月19日
将举行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这是继2013年
在甘肃敦煌举办第六届丝路国际大会之后，该会
议再次在华举行。

据悉，本届“丝路国际大会”的主题是“丝绸之
路旅游开创美好未来”，丝路旅游部长会议主题为

“推动丝绸之路旅游市场一体化”。西班牙、俄罗
斯、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
牙利、约旦、伊朗、韩国、斯里兰卡、柬埔寨、吉尔吉
斯等国旅游部门负责人已确认来华参会。

国家旅游局发布提示：

韩国MERS预警级别提升

据新民网报道，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出游提
示，近期韩国出现多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确诊病例，韩政府将疫情预警级别由“注意”上调
到“警戒”。外交部领事司和驻韩国使领馆提醒拟
赴韩和已在韩中国公民关注疫情信息，做好防范
应对。

境外旅客购物
退税流程明确

据《中国旅游报》报道，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
布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管理办法，明确离境退
税流程的4大环节，以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

办法明确，办理离境退税依托离境退税信息
管理系统，并以《离境退税申请单》为连接各环节
的关键凭证。办理过程主要包括4个环节：一是
境外旅客在退税商店购买退税物品，并取得《离境
退税申请单》；二是境外旅客离境时向海关报验，
海关在《离境退税申请单》上签章确认；三是境外
旅客向退税代理机构或税务机关设在离境口岸隔
离区内的机构申请退税；四是退税代理机构按月
向税务机关申报结算。

我国9省市将开展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据新华网报道，6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披
露，我国已选定包括北京、吉林等在内的9个省
市，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试点时间为3年。

国家公园是一百多年前美国始创的一种保护
地模式，目前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保护地典范。根
据《关于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合作的框架协
议》，国家发改委将主要为神农架方面提供政策指
导，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保尔森基金会将为合作提
供智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据悉，此次试点的9省市包括北京、吉林、黑
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等。

澳门将设立出入境站
服务粤澳游艇自由行

据《广州日报》报道，澳门特首崔世安近日发
布行政命令，从2015年6月30日起，在路环码头
将设立24小时运作的出入境事务站，配合粤澳游
艇自由行试行。目前，中山、珠海均计划与澳门开
展游艇自由行项目，有政府官员透露，中山将饮粤
澳游艇自由行“头啖汤”，预计在今年年中实行，但
具体时间还有待公布。珠海方面则透露，中山游
艇自由行的规则是“点对点”上落，横琴方面则有
望更为宽松。 （符辑）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致青春！毕业旅行不思归

青春“琼游”

来自海口的毕业生在呀诺达景区体验高空滑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年轻的毕业生们在南山景区不二法门前合影。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