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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发展医疗旅游产业带
来了一些潜在的好处，帮助解决基础
设施提升和医护人力资源保留的问
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有效刺激当地和
外国投资向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倾斜。
这些基础设施的使用不局限于医疗游
客，也使当地病人受益。

医疗旅游促进当地
医疗条件提升

事实上，大多数为国际病人提供服
务的医院平时主要依赖于向当地人提
供医疗服务生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
说，加强投资并提供更先进的医疗服
务，也可以鼓励那些在国外旅行的病人
回国就医，从而在国内保留资本；另一
个直接好处就是，创造了一些长期的、
高技能的工作岗位，这是建设一个强大
的三级卫生保健系统的必要条件。也
有人考虑到医疗旅游中的高工资和高
技术工作环境能鼓励医生在本国工作，
从而减缓甚至逆转当地训练有素的医
护人力资源移民国外的趋势。

医疗旅游经常被作为在医疗费用
昂贵的国家的病人提供的一种选择。
这种观点的一个延伸是，通过引进竞
争对手的市场，例如在美国，一个充满
活力的医疗旅游产业可以促进降低国
内成本并鼓励价格透明；在拥有公共
资金支持的卫生保健系统的国家，尤
其是英国和加拿大，医疗旅游已经成
为减少长时间的手术等候名单的一个
解决方案。

医疗旅游年增长超过25%

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
和泰国等地，医疗旅游年增长潜力估计
超过25%。被广泛引用的德勤报告估
计2007年美国有75万名患者外流，预
计到2012年将增加到数百万。无论实
际的数字如何，人们普遍认为，在许多
亚洲国家，该行业正在迅速增长，必要
的人力和技术资源存在显著增长。

印度和泰国引进了快速的医疗签
证，这是政府承诺促进医疗旅游贸易
一个标志。泰国一直在努力与该地区

国家之间的公共保险公司协商便捷支
付业务，以加强入境国际患者的流
动。与传统游客相比，医疗游客尤其
有价值，因为他们在当地经济中贡献
很多。据估计，访问亚洲的医疗游客
的花费是传统游客的两倍。

旅游目的地国家的收入增长与医
疗游客所在国的收入损失相关。虽然
国际患者流动的统计有些不太可靠，
有人发现美国2008年损失数十亿美
元医疗收入，对此，医疗旅游是唯一合
理的解释，即病人在离开本国的医护
服务系统，把消费资金投向他国。

相关配套服务应运而生

为了应对医疗游客的旅行和护理
协调需求，在病人所在国，一个由经纪
公司提供的家庭服务业应运而生。这
些经纪公司为医疗旅游者提供必要的
旅行、医疗、住宿和度假安排，以换取
病人的费用或从医院收取的佣金。这
些经纪公司迅速扩张，并常常以患者
所在国为基础，进一步扩大行业利润

到全球范围。这种扩张得益于互联网
的普及，这使得医疗旅游成为一个越
来越容易获得的选择，加拿大已经有
这样的经纪公司20多家。

医疗旅游可以被看作是改善发展
中国家医疗保健标准的催化剂。随着
旅游目的地国家的医疗旅游的发展，
对医疗标准的改革也在进行。最引人
注目的是采用了西方标准的国际认
证。全球医疗保健市场的出现，产生
了一个需要评估医院是否提供“国际”
医护标准的组织，并制定公认的认证
标准。像泰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拥有
国际医院认证机构。

医疗旅游设施不断追求维持或提
高医疗游客的服务质量和体验，他们
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达到或超出医疗
游客的服务质量期望和要求才能获得
所期望的财务业绩，如满意、忠诚、正
面的口碑相传。确保高质量的服务意
味及时回应满足医疗旅游者的期望，
定期评估外国医疗设施服务质量。因
此，定期评估医疗游客的满意度是提
供高质量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印度和泰国的医院网站上宣传拥
有在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接受过培
训的医生，以此为卖点，引导消费者去
求医，顾客感受到的信息是，会在世界
上最好的机构中接受最好医生的治
疗。寻求国际病人的医院鼓励他们的
医生获得美国医学会的资质认证。在
缺乏医学教育全球标准的情况下，美
国认证标志着一个国际标准的培训。
这种“国际”培训的认证在帮助医疗机
构提供“精英级”医疗保健服务中发挥
了作用。

医疗旅游也可以为潜在的病人创
造一种无限的选择。如果他们发现自
己对当地的服务感到不满意，那么在
国际上拥有的各种各样的设施和专业
人员就可以在某个地方提供有效的治
疗和消费。

这样就鼓励病人把医疗旅游作为
解决医疗问题的可行方案，即使他们
的预后已经超出了治疗。

（原著：贝克麦克阿瑟博士，美国
田纳西州大学 编译：海南省红十字
会赵健丽）

国博获评全球
最受观众欢迎博物馆

据《中国文化报》消息，《2016 TEA/AE-
COM主题公园指数和博物馆指数报告》指出，全
球前20家人气指数最高的博物馆排名中，中国国
家博物馆以755万参观人数位居世界第一。

《TEA/AECOM主题公园指数和博物馆指
数报告》，是由美国主题景点协会（TEA）和国际
专业技术与管理咨询服务提供商AECOM的经
济部门合作撰写的年度报告。该报告历年统计数
据显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化影响力和观众吸
引力连续3年持续快速增长，2014年被评为世界
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位居第三；2015年上升为第
二，仅排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之后；2016年以
755万参观人数位居第一，成为全世界人气最旺、
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全球前20家最受观众欢迎的博物馆中，中国
国家博物馆位居第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位居第二，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位居第三，美国国家
自然历史博物馆位居第四，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位
居第五，大英博物馆位居第六。

毕业生出国旅行
占比超过国内游

据央广网消息，随着高考结束、学校放假，一
年最重要的旅游狂欢季即将来临，暑期游成了被
提到最多的话题之一。据各大在线旅行社发布的
数据显示，预计今年暑期全国出境游人次将突破
3000万，毕业生的旅行预算有所提高。

携程旅游发布的预测报告显示，90、00后特
别是900多万“高考生”是暑期旅游的主力，据携
程出游和签证订单的统计，报名出境游的“高考
生”年龄段，近50%是首次出国。

数据显示，选择出国旅行的毕业生占比达到
了52.4%，超过国内游。但即便出国，也有58.2%
的毕业生选择在距离较近的亚洲旅行。在毕业生
看来，与三五好友一起度过7-10天的悠闲度假
是最理想的选择。在旅行天数方面，计划长途旅
行的人数占比超过六成。

值得注意的是，高中生与大学生在旅伴选择
上稍有差异，大学生更爱与朋友出游，占比较高中
生高出16.6%；而尚未完全走出家庭的高中生，相
对更愿意与家人出游，占比高出大学生近15%。

中俄红色旅游大型交流活动

千人自驾赴俄游
即将启动

据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国家旅游局将于6
月—9月组织开展中俄红色旅游大型交流活动
——千人自驾赴俄游。

6月28日将在湖南、陕西两地同时举行国内
发车仪式，并组织自驾车队赴北京集结。

7月1日，来自湖南、陕西的自驾车队将与北
京自驾车队汇合，共同参加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举行的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结束后，
自驾车队将赶赴内蒙古，参加7月5日在满洲里
口岸举行的边境出关仪式。

7月5日当天，国家旅游局将在莫斯科举行
中国旅游推介活动和俄罗斯境内自驾游发车仪
式。仪式结束后，车队将沿着莫斯科—乌里扬诺
夫斯克、莫斯科—喀山、莫斯科—圣彼得堡等3
条线路，前往列宁墓、列宁故居、中国共产党第六
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博物馆、圣彼得堡斯莫尔尼
历史纪念馆、列宁就读的喀山大学等地参观游
览。8月—9月，将有另外两批自驾游车队赴俄，
开展自驾游活动。

繁华老街风华不再

19世纪40年代，海口逐渐形成
得胜沙路、中山路、新华路、解放路、
长堤路等，构成了一大片繁华的骑楼
街区。而骑楼老街中最古老的建筑
四牌楼建于南宋，至今有700多年历
史。

骑楼老街有骄傲。2009年 6月
10日，海口骑楼老街以“现今国内骑
楼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基本完
好、极富中西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
街道两侧是近百年历史的充满南洋
建筑风情的骑楼，串起了海口变迁的
历史”被国家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批
准为中国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街。

骑楼老街有变化。2010年，海口
市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综
合整治工程正式拉开序幕，作为骑楼
老街核心街区的水巷口和中山路在

“修旧如旧”的修缮原则基础上，于
2012年和2013年分别完成了修缮改
造工作，临街立面换了新颜。

骑楼老街也有尴尬。每逢节假
日或者周末，其他商业街熙熙攘攘，
而骑楼老街的不少店铺似乎还在沉
睡当中，中山路上开门营业的店铺还
未到一半。一些海南特产及旅游纪
念品的店面冷清，偶尔路过几个游
客，也只是看看就走。同为南洋风格
的建筑，冯小刚电影公社却有着另外
一番景象，1942风情街和南洋风情街
上人头攒动，热闹不已。2016年电影
公社游客数量突破200万人次，可谓
人气旺盛。

有网友发出叹息：海口骑楼老街
就像是被打入冷宫的正室，稀稀疏疏
的游客少得可怜，而冯小刚电影公社
的南洋街就像登堂入室的新宠，天天

人山人海。

文化内涵仍待挖掘

“外地朋友出差到海口，我总会
推荐他们去骑楼老街转一转。这里
记录着海口的历史沧桑和传奇故事，
非常值得驻足停留。”在海口工作的
李曼也坦言，她担心骑楼老街混乱的
业态会让游览者失望，最后变成简单
的到此一游。“总感觉骑楼老街差了
些什么。”李曼说。

在民间文化保护者丁英俊看来，
骑楼老街的定位就应是历史文化旅
游区。他认为，老街目前重中之重就
是要恢复原有的老业态，让业态及老
街的风采相吻合；其次，得打造本土
的特色，引入海南具有本土地方特色
的工艺品、农产品、饮食等；第三是与
时俱进的新业态。在不影响骑楼整
体外观的前提下，如引入设计单位，
开办高品质的民宿等，时尚结合传
统，通过历史文化街区建立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的平台。

海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
院长、旅游管理博士陈才认为，开发
和发展有一定的规律，骑楼老街必须
深入研究其规律，才能更好地打造出
精品。他建议，骑楼老街的开发应遵
守几个原则：历史的真实性、风貌的
完整性以及生活的延续性。

“我们需要明白骑楼老街的文化
内涵到底是什么？骑楼老街因商而
起、因商而兴，正因为商贸业的持续
发展，骑楼老街才能保存至现在。”在
海口市总商会副会长、骑楼老街分会
会长张小林眼中，骑楼老街当年兴起
之初原本就是海口工商业高度集中
的聚集地，此次改造的定位也是以历
史文化建筑展示为主题的旅游商业

步行街。
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生表

示，骑楼老街的开发和发展必须以尊
重历史、尊重文化为前提，而业态的规
划和发展则要承担传承文化、演绎故
事、社会分享和旅游统筹等功能。

业态调整呼唤品质

目前骑楼老街的经营状态有些
尴尬：新业态开门迎客客不来，老业
态生意红火却非老街主流。人们不
禁要问，充满理想情怀的文化保护和
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商业经营如何实
现有机融合？

有人已经尝试为骑楼老街注入
新的血液。

除了布行、咖啡馆、文玩店、小吃
街，骑楼老街有了第一家民宿——还
客1921。这家由老汽水公司改造的民
宿，现代、轻简、别具一格。创始人王
禄清用了2年时间穿梭骑楼深巷，终于
把还客1921安放在中山路的19号21
号两栋“老汽水厂”内。4年多来，主人
收藏的火山石盆、民国玻璃、旧时床板
和青苔屋檐等100多件古董物件，都
被用在还客1921建筑内外。如果客
人愿意花点时间，可以一睹其雕刻的
皱纹，真正融入南洋的历史场景。

“在挖掘骑楼历史和文化沿革
中，不应是简单的复刻，而是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用心进行二次创作。”在
王禄清看来，传统历史文化类的景区
景点大都有距离感，而游客对这种

“瞻仰式消费”并不买账。他举例说，
冯小刚电影公社受热捧，关键在于这
里可以让人找到很多乐趣，仿佛置身
那个时代，游客可以穿上长袍、马褂、
学生裙角色扮演，摊贩档口分布在不
同的街道、路口；糖葫芦、糖人儿、古

香古色的手串小物件、黄包车这些仿
古的形式都让人眼前一亮，不仅可以
与骑楼拍照，还可以与形形色色的食
物拍照。“其成功的关键或许是游客
可参与的体验式消费。”王禄清说，在
如今游客的选择非常多元化，消费也
在迅速的升级中，骑楼老街的业态需
要更加注重品质，让游客在游玩消费
时觉得物有所值。

有人说，如不是见过骑楼老街最
初的模样，我们不会觉得可惜。在这
片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土地上，我们依
然希望有人知道它，记得它。而这，
需要文化保护挖掘与业态调整升级
的共同作用，让人们自豪说出：海口
之行哪里去？骑楼老街最海南。

文化历史内涵需挖掘，业态调整升级成关键

老名片如何打出新招牌

医疗旅游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 本报记者 赵优

上海南京路、北
京南锣鼓巷、重庆磁
器口、成都宽窄巷子
……每去一座城市，
游客们总喜欢流连于
当地的老街，那一条
诠释了一座城的繁华
与沧桑，传承着文化
和记忆的老街。骑楼
老街，这片坐落在海
口老城区的南洋风格
骑楼建筑群，被称为
反映海口历史的“活
化石”，如今却面临着
人气不足的尴尬。

今年省两会期
间，一份来自致公党
海南省委员会《关于
加快海口骑楼老街开
发利用的建议》的提
案，引起民间文化保
护者、专家学者、老街
居民和经营人员的关
注及讨论：骑楼老街
如何成为海口旅游的
核心吸引物？

骑楼
老街

19省份完成地质遗迹调查

评出世界级
地质遗迹点307处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消息，自2008年以来，由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承担的全国地质遗迹调查工
作已经完成了19个省份的省级地质遗迹调查，评
价出世界级地质遗迹点307处、国家级地质遗迹
点1729处、省级地质遗迹点4069处，构建了以
《地质遗迹调查规范》为主的地质遗迹调查技术方
法体系，推动了地质遗迹调查的成果转化，初步探
索了以地质旅游带动地域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据了解，下一阶段，中国地环院将开展地质遗
迹文化产业试点示范，构建地质、生态、文化融合
发展新模式；以申报地质公园、建设地质文化村的
方式，帮助贫困且具有地质美学价值的地区开展
脱贫工作，全力支撑国家精准扶贫战略。 （李辑）

海
口
骑
楼
老
街
中
山
路
。
本
报
记
者

张
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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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