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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海南旅游国际化发展？
原为美国探索频道主持人的伊恩，足
迹踏遍世界各地，对于推动旅游国际
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海南要利用
好手里的‘国际牌’，不断提升国际知
名度与美誉度，比如通过举办国际知
名度较高的论坛和赛事，进一步增加
海南旅游的曝光率，像博鳌亚洲论坛、
沃尔沃帆船赛、观澜湖高尔夫球赛等

均是很好的尝试。”
对外营销推广方面，伊恩认为，要

创新国际旅游营销方式，同时，要针对
海外市场进行调研，精炼出琼岛特色
的主题旅游形象，旅游宣传资料要具
有代表性。“此外，海南旅游要国际化，
还应加大对本土教育支持，培养一批
立足本地、放眼国际的旅游人，他们应
充分了解海南当地文化以及本地旅游

发展概况，并熟悉世界旅游行业发展
现状和趋势，掌握旅游行业国际游戏
规则。”伊恩说。

在喜爱唱红歌的伊恩看来，红色
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将进一步推动
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促进地方经济增
长，丰富旅游产品内涵。

“目前，海南推出了讲述红色娘
子军故事的歌舞剧，此类做法有利

于吸引旅游眼球，推广宣传琼岛红
色文化。”伊恩建议，琼岛要重视红
色文化挖掘，可尝试运用红色娘子
军元素，打造特色动画片、漫画、卡
通形象等，同时可以以此为主题，开
展拓展训练、丛林徒步等活动，开展
爱国主义夏令营活动等，充分满足
当代旅游人需求，助力海南国际性
与本土化的巧妙融合。

传播琼岛文化的“新海南人”伊恩：

用好“国际牌”深挖文化游

研究发现，医疗游客从全球北部
出国求医，可以选择享受那些更先
进的治疗措施以及熟悉的语言和细
心护理环境。而南南地区的医疗旅
行者如何解释当地更广泛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状况，及其对目的地的
影响呢？

南南医疗旅游

以前的研究并没有对南南地区医
疗旅行的实例进行比较。研究表明，
南南医疗旅行在本质上并不总是区域
内的，大多数情况下受患者的紧急需
求、经济环境的紧缩和旅行的限制所
制约。

南非一直被吹捧为世界上最顶
级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吸引着欧
洲和美洲的顾客。但在南非的“医
疗旅游”研究中，所涵盖的南部非洲
的医疗旅游范围却忽视两种截然不
同的南南区域内流动。首先是非洲
的中产阶级；第二来自突然和持续
的地区健康危机。

印度自2002年国家卫生政策宣
布“医疗旅游”为经济驱动力以来，在
全球北部的医疗服务行业中宣称拥有
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和“世界
级”医院和低成本的外科手术，在全
球范围内积极推广到没有保险的患
者、保险公司和雇主。然而，印度长
期以来被认为是南亚的医疗中心。
仅在邻近的印度西孟加拉邦，每年就
有大约 5万孟加拉人的医疗需求。
这些人大多是中等收入消费者，与他
们的上层同胞不同，没有足够多资金
去新加坡或泰国这样的“理想”医疗
旅游目的地。

泰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医疗旅
游目的地”之一，曼谷的康民医院在
全球产业中被广泛地作为效仿的制
度模式。泰国民营医院也习惯性地
收取比本地人更高的价格，以吸引
富裕的城市老挝人。从这三个简要
的案例研究可以看到，全球南方日
益流动的新兴中产阶级在影响国内
外医疗保健消费方面发挥着特别重
要的作用。

大量印尼人赴马来就医

印尼首都雅加达之外，医疗专家、技
术人员、医疗设备和设施都很稀少，大部
分地区都缺乏高质量的医疗保健。中产
阶级人数不断增加，跨境交通更加负担
得起，出国也更加便利，估计每年至少有
100万印尼人出国医疗旅游。

一些马来西亚的私立医院开始向
印尼人推销自己。到2007年，所有到
马来西亚的医疗旅行者中，将近五分
之四是印度尼西亚人。然而，尽管在
马来西亚的印尼医疗旅行者的数量非
常高，但他们的平均住院时间和医疗
保健消费却低于其他来源的医疗旅行
者。从数量而言，印尼人从初级保健
到三级诊疗，主导着马来西亚的医疗
旅游：由于他们大多接受门诊治疗，平
均花费比来自更远地区的医疗旅行者
的平均花费要高；比其他医疗旅行者
更有可能成为回头客，他们的花费至
少是休闲游客在马来西亚每天平均花
费的两倍。

抽样调查研究

2011年前往马来沙捞越的55万
名印尼人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去医疗旅
游的，沙捞越作为医疗旅游目的地的独
特优势在于，它不仅可以通过航空或海
上，也可以通过陆路从印度尼西亚访
问，使得来自西加里曼丹的中等收入医
疗旅行者更容易获得医护服务。

在案例研究中，笔者采访了医疗
专家、私人医院管理者、医疗旅行社及
来自西加里曼丹的医疗游客和伴随着
他们的家庭成员和朋友。

研究发现，医疗旅行者对印尼医
疗保健的不满和不信任，与有限的可
获得性有关，对医疗专业水平、服务态
度、就医体验、诊断和治疗资源，以及
西加里曼丹的药物治疗均不满意。为
了减少花费，获得准确的诊断和快速
的结果，一些医疗旅行者直接到国外，
完全绕过当地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在古晋寻求医疗服务被认为是一
种常规做法。虽然这是一些旅行者第

一次在古晋进行诊断或治疗，但所有
接受采访的人以前都在那里出差，拜
访朋友和亲戚，或购物和从事其他休
闲活动。然而，古晋并不是唯一的选
择。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在雅加
达或新加坡寻求照顾。马来西亚的医
生和医疗旅行者都表示，病人更忠于
特定的医学专家，通常会回来进行后
续的咨询，并向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推
荐他们。这不仅是由于他们的医学专
业知识，还因为他们的语言能力。

大多数都用了医疗旅行代理商，
古晋的三家民营医院都有当地代
表。那些不使用代理的人往往是经
验丰富的医疗旅行者。在古晋需要
承担额外的交通和住宿费用，但所有
的旅行者都发现额外的经济负担是
值得的。事实上，虽然有些人利用他
们在约会时的空闲时间去购物和参
观景点，但大多数人都希望只为医疗
需要停留。

（原著：梅根奥蒙德，荷兰瓦赫宁
根大学；编译：赵健丽，海南省红十字
会、美国犹他大学EMPA）

来自南南地区的医疗旅游经验

《战狼2》
提升中国游客自豪感

据中新网消息，携程旅游近日对即将出发出
境游，或者正在境外旅途中的游客，以及部分最近
一年有过旅游经历的用户，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以研究《战狼2》对出境旅游是否有影响。调查结
果显示，电影《战狼2》的热播不仅使得国人对中国
护照的感情剧增，提升了作为“中国游客”的自豪
感，也提升了国人出境旅游的信心。有92.2%的被
调查者表示，看了《战狼2》，对出境旅游更有信心
和安全感，只有3.3%的人选择电影对自己没有影
响。

据悉，今年暑期我国出境游规模将创新高，其
中不少是持新护照首次出国的市民。“从8月份以
来通过携程办理签证和出境游的旅游者看，估计
其中有四分之一是持新护照首次出国。”携程签证
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护照含金量也大幅提升，截至7月11
日，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可以享受入境便利待遇
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到了65个。包括10个
可互免普通护照签证国家、16个单方面允许中国
公民免签入境、39个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
地签证。

欧洲的塞尔维亚、黑山等也开始对华免签
证。8月9日，卡塔尔内政部宣布向包括中国在内
的80个国家公民实施免签。8月1日起，包括中
国在内的18个国家公民可免费办理电子签证，前
往俄罗斯远东5个地区。

报告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数据，截至去年底，
全国有效的因私普通护照持有量超过1.2亿本。
也就是说，差不多每10个中国人里就有1人持有
因私护照。但这也意味着90%的中国人还没有
进入出境游市场。

赴芬兰中国游客大幅增长
人均消费额居各国之首

据新华社消息，2016年赴芬兰的中国游客人
数大幅增长，中国游客人均消费额居各国游客之
首。

芬兰广播公司报道说，去年到芬兰首都赫尔辛
基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比上年增长20%，并且这种
增长趋势还将持续。虽然到芬兰旅游的中国游客
在人数上并非最多，但人均消费额却遥遥领先。

芬兰旅游调研公司TAK的数据显示，2016年
中国游客在首都大区的消费总额高达2.14亿欧
元，占外来游客总消费额的近18%。中国游客人
均消费896欧元，是外来游客人均消费额的3倍。

赫尔辛基市政府下属的赫尔辛基营销公司首
席执行官图利基·贝克尔说，中国游客人数增长迅
猛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赫尔辛基机场是亚洲旅客前往欧洲最便
捷的途径之一，多数中国游客是从赫尔辛基过境，
然后前往欧洲其他国家。其次是支付宝的推出。
今年1月赫尔辛基机场成为首个启用支付宝服务
的欧洲机场，今年春节芬兰航空公司又开通了机上
支付宝服务，这些举措极大地方便了中国游客。

（李辑）

质检总局发布境外疫病警示

出境游需防虫防病
据国家质检总局网站消息，7月以来，质检总

局卫生司发布一系列境外疫病警示通报，提醒暑
期出境旅行的中国公民做好防虫防病准备，提高
自身防护意识。此次发布的警示通告包括流感疫
情等近百条，涵盖欧美、非洲及东南亚地区。
流感疫情警示通告显示：北半球温带地区的流感
活跃程度持续下降。南半球温带地区的流感活跃
程度则持续上升，而南美地区的流感活跃程度高
于季节性警戒水平。甲型（H3N2）和乙型流感于
全球同时流行。

警示通告表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艾滋
病、疟疾、登革热和结核病等，中亚国家的中东呼
吸综合征、鼠疫、包虫病、肝炎，西亚非洲国家的脊
髓灰质炎、结核病、血吸虫病等的流行和传播，都
对中国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

对此，质检总局提醒前往东南亚地区的广大
旅客，出境前可向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了解
目的地国家传染病疫情状况，如需使用防疫性药
物或接种疫苗，可至当地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咨询。同时，要在旅行中做好必要的蚊虫防护。
建议可选择穿着浅色长衣长裤，尽量减少皮肤直
接暴露，暴露位置涂擦防蚊剂，住宿地点要有防蚊
虫措施，降低蚊虫叮咬的可能性。同时注意饮食
和个人卫生，避免直接与动物接触。

此外，中亚国家近年来成为旅游的热门目的
地，检疫部门提醒，糖尿病、肾衰竭、慢性肺部疾
病和免疫受损者被认为属于中东呼吸综合征冠
状病毒感染严重病症的高危人员，应当避免与动
物的密切接触，尤其是骆驼。同时应当避免前往
农场、市场或谷仓等区域，这些区域被认为是高
危环境。应当坚持个人卫生防护，如接触动物后
立即洗手，避免接触患病动物。在食品卫生方
面，避免食用生鲜骆驼奶或骆驼尿，或食用未经
煮熟的食物。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一档《伊恩在海
南》的自制节目、一部
《遇见海南人》纪录
片，以外国人视角发
现琼岛风土人情，令
“伊恩式”的海南新玩
法成为热门。在中国
已有13年的伊恩，原
为美国探索频道主持
人，如今成为“海南
人”已10年有余，从事
职业领域包罗万象，
从外语教育、咨询公
司、酒店行业，再到
“红歌新秀”、文化传
播推广，一口流利的
中文、本土化的社交
方式、融入当地的生
活习惯，是他这些年
来的积累与沉淀。

海南日报旅游周
刊本期邀请伊恩畅谈
如何借力文化优势，
深挖旅游资源，用好
“国际牌”扩大效应，
助力旅游国际化加快
发展。

认识伊恩的途径有很多，有人从
《中国红歌会》上结识了这位金发碧眼
唱红歌的小伙儿，也有人通过海南旅游
节目等认识这位“大玩家”。用伊恩的
话来说，他在琼岛10年有余，从事过酒
店管理、参与制作旅游类节目，是一个

“老海南旅游人”。2006年伊恩选择从
上海搬到三亚工作生活，不仅源于这座
滨海城市的旖旎风光，更是因为他在鹿

城品到了其向往的人情味。
“海南和我期望中的生活地一样，

生活便利、人情味浓，城市规模适中，
便利的交通设施串联岛上各地，天气
好、景色美、空气质量好，尤其近几年
经济不断增长，海南的发展充满无限
可能与活力。”伊恩表示，得益于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海南旅游业发展具
有诸多潜力。

伊恩还点赞海南旅游产品的丰富
性与多元化。“海南具有无可比拟的资
源优势，众多特色旅游产品的推出，大
大提升了旅游吸引力，比如经典的滨
海旅游产品、民族民俗旅游产品、绿色
养生的热带雨林旅游产品、爱国主义
教育类的红色旅游产品、主题公园类
旅游产品等。”伊恩表示，近年来，海南
旅游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旅游产品种

类不断丰富，旅游宣传促销手段不断
创新，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旅游服务
质量、旅游管理水平以及旅游从业人
员的素质不断提升，有力推动了旅游
产业升级转型。

“环岛铁路的开通，串联起琼南琼
北各地，更加便捷、安全的交通方式，
将进一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带动整
体经济水平提升。”伊恩说。

丰富国际航线、积极对外营销、打
造个性化产品，目前，海南正多举措提
升旅游国际化水平。不过，在伊恩看
来，琼岛仍需着眼细节，以精细化管
理，打造更多的精品旅游项目。“海南
现在还没有出台统一的中英文旅游用
语标准，城市旅游指示标识系统、景区
景点的标识系统中常出现英文语法错
误等问题。”伊恩告诉记者，其曾经为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完善旅游国际语
言标识系统，发现存在诸多英语单词
使用错误、英语使用不地道、英语使用
多处不一致、英语拼写错误、英语缺失
等问题。

营造亲和的旅游氛围，也是伊恩
希望旅游行业从业者加以重视的关
键。“要让当地人通过多种渠道参与
到海南旅游发展当中，自发成为海南

旅游的宣传大使，美丽乡村建设、打
造乡村旅游，将是一项有益尝试。”伊
恩说。

“此外，海南旅游目前还存在旅游
资源开发不平衡的问题，优势景点景
区主要集中在三亚，琼岛仍有许多美
景资源尚待挖掘，才能实现‘点线面’
串联的联动式发展格局。”伊恩建议，
海南可以以发展全域旅游为契机，继

续深化旅游资源开发，全面提高全省
的旅游服务水平，构建旅游精品线路，
做到“处处是景区、处处有景观”。

伊恩还建议，海南旅游基础设施
亟待完善，要推出更丰富、更优质的向
公众免费开放的公园、文化馆等，营造
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进一步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提升城市品位、优化发展
格局。

旅游南北互联产品供给丰富

旅游国际标识系统亟待完善

用好“国际牌”传播文化名片

游客在漂流。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伊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