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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旅游局办公
室印发通知，确定 2016 年继
续以“丝绸之路旅游年”为年
度旅游宣传主题。

作为国内系统地推出数
条南海丝路主题线路的第一
个省份，我省旅游委在今年2
月便启动2015丝绸之路旅游
年海南活动，并同时发布了南
海丝路7条主题旅游线路，目
前已在旅游业界、旅游市场上
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丝绸之路”主题延续
下，海南海上丝绸之路旅游
将以何种新路线、新产品与
新方式来续写南海丝路的历
史和魅力呢？

明年继续丝绸之路旅游年

海南怎么书写“海丝”旅游文章？

■ 本报记者 蔡倩

世界瞩目的中国第四个航天发射场
——文昌发射基地即将在明年迎来首
发，而作为“九天揽月——中国探月工
程”第三期工程的月球探测器“嫦娥五
号”，将于2017年前后在文昌发射。

随着卫星首发进入倒计时，文昌近
日发布了七大航天主题线路：航天生态
之旅、航天文化之旅、航天风情之旅、航
天宜居之旅、航天高尔夫时尚之旅、文昌
美食文化之旅A线路与B线路。七条线
路以航天元素为主打，分别涵盖了文昌
的美丽乡村、风情小镇、著名文化景点、
航天发射场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景点。

航天游： 探秘九霄

《海南日报·旅游周刊》记者从文昌
市旅游委了解到，由于主打航天游，这七
条线路均包括文昌航天发射场与海南航
天工程育种基地这样主题鲜明的景点。

据介绍，海南航天工程育种基地由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文昌市共同建
设，在这里游客可以观赏到航天产品、航
天种子育苗、航天种植科研推广等内容，
主要是科普教育为主。如果游客想采摘
瓜菜，需提前和这边工作人员申请，视情
况决定是否可采摘。

而举世瞩目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目

前仍处于车览观光模式，在文昌新发射
场规划中，设计了系统的游客参观游览
路线，设置专用游客出入口，在不影响发
射任务的情况下，航天设施均向游客开
放，并设置专用参观通道。知名的航天
专家何质彬认为，相较于成熟的航天游，
这种游览方式属于一个全新的旅游概念
——航天建设游：从航天城的开工仪式
到发射场的完美落成，再到航天员登上
月球返回文昌，整个过程都将被一一记
录，航天建设游是一个见证历史的伟大
旅程。

文昌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文昌市旅游控股公司旗下的航天旅
行社正在和航天发射场进行洽谈，发射
场将特许航天旅行社经营发射场的参观
活动。届时，游客可通过航天旅行社报
名进入发射场参观，甚至有机会亲眼目
睹火箭在发射场的组装过程。预计该旅
游产品将于今年年内推向市场。

生态游： 海天一色

航天城的落户为文昌旅游带来了大
好的发展机遇，“滨海度假+航天旅
游”——海天一色，在文昌得到完美呈现。

文昌有着丰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旅
游资源，集热带风光、文化古迹、民俗风
情、珍稀动植物和传统艺术等资源为一
体。近年来，文昌旅游基础设施逐渐完

善，打造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景区景
点，包括八门湾绿道、铜鼓岭、椰子大观
园、宋氏祖居、孔庙等，以及葫芦村、下东
村、白土村等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点，更
多的海南旅游人则将航天游视为能够改
变海南“南重北轻”旅游格局的拳头产品。

“这不仅是整个海南旅游的升华，更
是海南旅游最跳跃最美丽的音符！”在业
界组织的各大研讨会上，旅游人坦言，与
依托自然景观发展起来的观光游、休闲
度假游不同，航天旅游是高科技旅游，可
复制性非常差，门槛很高，再结合文昌一
流的自然生态和旅游环境，文昌航天旅
游将在中国旅游市场扮演不可或缺的重
要一角。

八门湾绿道、东郊椰林、铜鼓岭、月
亮湾、东路镇葫芦村、龙泉乡园……7条
航天主题线路无不渗透着文昌独特的自
然资源。乡间的绿意盈盈，大海的碧波
荡漾，天空的碧空如洗，正如这海天一
色、相互映衬、和谐共处的美丽颜色一
样，文昌的生态游与航天游正相互交织，
共融共生。

文化游： 侨味十足

随着2016年卫星首发这一历史时
刻的到来，文昌旅游也将迎来历史性的
起爆——之前数年间，文昌已经围绕航
天特色旅游项目，精心谋划开发“吃、住、

行、游、购、娱”六要素协调发展的旅游经
济产业链。

即使在海南这个以美丽著称的海岛
上，文昌也以其丰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
旅游资源列居重要位置，拥有“海南椰子半
文昌”的这个美丽滨海城市，也是展现海南

“椰风海韵”最好的旅游目的地。这个千年
古邑集热带风光、文化古迹、民俗风情、珍
稀动植物和传统艺术等资源为一体，且与
海口、三亚同称全球机构推选获评为“ 中
国特色魅力城市”。中国航天城的荣光，将
令这个侨乡迎来最闪亮的时候。

今年中秋节，一部关于文昌及海外
华侨等人文风俗的公益纪录片《喃嘀文
昌人》火遍了朋友圈，在活动发布第一天
就达到近10万人次的转发量，在优酷、
腾讯等网站的点击率也达到了十几万
次，勾起了海内外游子对家乡的眷恋。

“选了一条航天文化之旅线路，把文
昌走了一遍，真是遍布华侨的足迹呀。”
湖北游客李晓英与家人今年来到文昌过
冬，游览了张云逸将军纪念馆、宋氏故
居、南洋风情街等景点，觉得航天城文昌
的侨乡文化同样鲜明。

到文昌，除了海南四大名菜之首的
文昌鸡，游客还能吃到什么呢？盐焗文
昌鸡、糟粕醋海鲜、小吃抱罗粉、重兴赤
烧肉、椰子盅，味道鲜美的特色海鲜，还
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鲜嫩瓜果，都让来到
文昌的游客流连忘返，不枉此行。

卫星首发进入倒计时，文昌试水航天主题游

期待“滨海度假+航天旅游”完美呈现

“如果把旅游岛和文化岛结合起来，这
叫珠联璧合、天下绝配，这叫给旅游注入文
化的灵魂、插上文化的翅膀。”在10月下旬
召开的全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会
议上，省委书记罗保铭对海南的旅游与文化
关系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人们都记得，一部《红色娘子军》的电
影和芭蕾舞剧使海南在中国家喻户晓；其
后，《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请到天涯
海角来》这两首歌曲，同样也吸引了无数
中外游客畅游海南。排除海南独有的风
景因素，文化是我省旅游的灵魂和载体，
也是旅游经济真正的增长点。

根据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印发通知，要
巩固和扩大丝绸之路旅游宣传和国际合
作成果，应积极探索新方式，开拓旅游推
广工作新空间，利用“旅游+”的综合效应，
充分发挥旅游推广联盟的作用，整合资
源，形成合力。

文昌铺前老街、三亚海棠湾的藤桥古
墓群、琼海潭门渔民世代流传的《更路簿》
等南洋文化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产
品，冲浪赛、龙舟赛、海钓赛等体育赛事助
推万宁旅游产业大展宏图，北仍村、龙寿
洋田野公园、葫芦村休闲乡村等休闲农业
景点丰富了旅游业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旅游的战略
支点……“旅游+文化”“旅游+体育”“旅
游+休闲农业”“旅游+健康”，海南正推动旅
游业以观光为主走向以休闲度假为主转
变，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但使海南
旅游走出“旺丁不旺财”的困境，旅游业更
成为带动海南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龙头。

此外，海南还将加强联合国际品牌酒店
开展宣传推广、扩大海外宣传推广联络处规
模、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宣传、走出去和请
进来促销、对在华外籍人士开展宣传推广、
联合银联开展宣传促销等，通过种种措施推
动海南旅游国际市场的开发。

10月中旬，在三亚召开的2015海南
国际旅游岛邮轮游艇产业发展大会上，
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新加坡邮轮中
心、马来西亚马六甲黄金港、韩国济州邮
轮产业协会、广州南沙国际邮
轮码头、深圳太子湾项目部、厦
门国际邮轮港、舟山群岛国际
邮轮港有限公司8家单位宣布
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
轮旅游发展联盟，并发表了合作宣言。

根据宣言，联盟将充分利用亚洲广阔
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丰富的海洋和海岸
旅游资源，开展内涵丰富的邮轮旅游，为
广大旅客创造健康幸福的旅游休闲方式
体验；为海上丝绸之路沿岸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发展开拓进取。这一则宣言正好与
海南发展海洋旅游的规划不谋而合。

“未来会大力发展以邮轮为核心的
海洋旅游，为推进中国——东盟海洋旅
游经济圈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省旅游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来年海南会持续着
力推动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海洋旅
游。海南牵手香港、台湾和菲律宾已确
定搭建“亚洲邮轮专案”合作平台，将广
泛加强与欧洲、美洲、澳洲、亚洲等沿海
沿岸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及南亚等
地区国家的邮轮旅游合作，大力加强与
天津、上海、青岛、厦门等国内主要邮轮
港口城市的旅游联合，积极打造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邮轮旅游经济带；成立
中国——东盟邮轮旅游发展联盟，实行
相互通关便利化，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更
多更好的系列旅游目的地；此外还要加
大海口、三亚国际邮轮母港和游艇公共
码头建设力度。

“海南要做好海上丝绸之路的旅游
文章，发展海上旅游是非常重要的。”黄
丽华认为，海南应该把海上旅游做好，推
动邮轮旅游，并发展帆船、帆板、冲浪、垂
钓等海上运动及相关的海上娱乐项目。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分布有200万琼
属华侨华人。海口海关数据显示，2014
年海南与32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贸易总
额 454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年增长逾
28%。其中东盟是海南最大的出口市
场。

海南对沿线国家的游客有吸引力。
来自亿赞普的大数据分析显示，海南最
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注的领域主
要在旅游、经济、美食、购物、环境等方
面。最希望来海南旅游的国家在东南
亚、西欧和中东欧，其中俄罗斯、新加坡、
马来西亚位列前三位。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教授黄丽华表
示，开发出类似于重走海上丝绸之路、重
走郑和下西洋之路的特色线路，是一个
非常能够吸引人的产品，通过这个线路
重走的特色旅游产品，能够让游客进一
步感受到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和
意义。

“走进陵水，走进疍家，探访飘泊在
海上的吉普赛部落。”近日，在一论坛的
旅游休闲版上，一则招募自驾游网友的
帖子点击量高涨，这正是“寻找海南失落
文化——探寻海南海上丝绸之路自驾
游”活动第五期的招募帖。

该活动由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
举办时间为今年4月—12月，一共5期，
每期分别邀请资深旅游达人及网友走访
琼海、三沙、东方、儋州、陵水5个不同的
市县，为参与者呈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旅游大餐。为响应今年的旅游主题，此
活动通过采用线上招募旅游达人及网
友，线下一起自驾深度走访特色景点、村
落的方式，充分挖掘海南的海丝文化及
遗产文化，让网民关注并了解海南最精
华最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以及正在
逐渐消失的海南文化遗产。而这一系列
活动，每一期都引爆了海南旅游达人圈，
活动结束后各大论坛与网站上仍有游客
津津乐道地分享旅途收获。

■ 本报记者 蔡倩

最时髦养老游
迎来开门红！
■ 本报记者 侯 赛

一到冬季，海南旅游市场上，针对“银发族”
的旅游产品渐渐多了起来。往年大多以普通的
观光团为主，而今年各大旅行社纷纷热推“观
光+疗养”类型的组合产品，将海岛观光游和休
闲度假养生游结合起来，打出“动静”组合拳，掀
起新一轮养生游产品的升级热潮，同时也赢得
市场的叫好声一片。

打造动静结合的养生游产品

“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银发游’似乎就是
低端游的代名词，其实现在银发游也开始升级，
追求个性化定制，像我们的很多老年顾客特别
要求在线路中增加一些适合摄影的内容，或是
养生、祈福等，而不仅仅只是观光。”接受采访的
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两年来，老年朋
友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价格高度敏感，而是开始
更多地关注线路的价值和出游的品质。

与往年的养生产品以观光游为主不同，记
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养生游的产品倾向于
打造观光与疗养度假的结合体，“动静”结合，
既弥补了纯粹疗养游而造成无法观光的缺憾，
也不会让老年人因太多的观光行程而产生劳
累感。

据了解，目前这种“观光+疗养”的养生产品
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主要根据旅行时间长短和
行程节奏分为时长10天“观光5天+养生5天”
的短途疗养团和时长30天更加注重疗养游的
长居产品。

“观光的行程主要安排一些舒适度较高，观
赏性较强的旅游景点，比如文笔峰、槟榔谷、椰
田古寨、南山寺等，而入住的酒店主要以品质高
端，温泉疗养项目齐备的酒店为主。”旅行社表
示，目前短途疗养团价格在1500元左右，而长
居产品价格维持在4000元左右。

收客迎来“开门红”

新出炉的特色疗养产品一投入市场，迅速
引来一片叫好声。从海口各大旅行社报名情
况看，进入10月份，每天来旅行社报名的十个
人中就有六七人是老年人或为父母报名出游的
子女。

“一周2次发团，每一个团都有40人左右，
目前已经接了300多人。”旅行社认为，人少、价
低、天好是时下老年人选择出游的主要原因。

“北方已经渐渐进入冬季，而机票价格与去
年同期相比，是十分实惠的，预计旅游市场的

‘银发游’热潮将持续走高。”旅行社认为，往年
西北省份飞海口的机票价格较贵，而今年却意
外的优惠了不少，也是今年西北客人占据主要
养老游市场的重要原因。

优质服务成为养老产品的竞争点

除了优惠的机票价格成为助力养老游市场
的因素之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养老游产品
自身品质的提升，从业者服务水平的提高，也成
为吸引广大消费者的重要因素。

“我们提供头等舱式的服务，即使是身体行
动不便的老人，坐着轮椅一样可以参加我们的
旅游线路，享受一对一个性化服务。”有旅行社
推出的“金太阳长者旅行团”目前收客的情况都
是60岁以上的老人，有的还需要坐轮椅，儿女
只需要将老人送上飞机，其他行程将会有导游
一对一跟踪服务。

“如果老人家在车上感到冷了，会有导游立
即送上毛毯，每天晚上，还会有专人送热牛奶到
老人房间，而且每辆旅游车还有随团医生。”旅
行社表示，推出的海南养生康体游可以为老人
提供全方位立体服务，让老年朋友体验“不是儿
女胜似儿女”的贴心服务，真正感受海南“家”的
温暖。

据了解，为了解除子女对老人的担忧，旅行
社还会给参加旅行团的老人子女建立微信群，
随时将老人的旅行情况拍成小视频发给老人子
女，让子女放心。

长居养老产品中，老年人在基地的生活也
不会无聊，每天都会有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比
如每天早上都会有专业老师带领晨练，晨练的
类型有广场舞、太极剑等，除此之外，还有老年
大学教授书法、绘画、歌唱、舞蹈、戏曲等等。

龙楼航天风情小镇展现南洋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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