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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热点

重庆设立
导游维权服务中心

据《重庆商报》消息，重庆市导游协会成立导
游维权服务中心，将为重庆导游提供合法合理的
维权服务。重庆市导游协会会长徐文峰表示，导
游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游客过度维权、旅
行社欠薪、遭到人身攻击等各种侵犯导游自身权
益的问题。但很多导游不知道如何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加上维权难，很多时候只能选择忍气吞
声。所以成立“导游维权服务中心”能够更好为导
游权益提供保障。 （李辑）

《中国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报告》：

三成白领难休假
据《经济日报》报道，带薪年假制度施行以来，

旅游已成为大部分中国白领的主要度假方式。然
而，近日一份数据报告却显示，中国有近三成白领
无法完全支配他们的年假。

这份全球旅游消费指南蚂蜂窝旅行网与领英
中国联合发布的《中国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报告
2017》（以下简称“报告”），基于双方大数据平台
及近2000份抽样数据，深入分析了中国上班族在
工作、休假、旅游等方面的态度和行为。报告指
出，中国白领不仅休假难，还有超过八成人在旅行
中仍会工作；而即便踏上旅途，近半数人出于人际
关系考虑，会选择保持低调。

从行业看，从事金融行业的人最为忙碌，38%
的金融人去年没有将年假休完，远高于看似“披星
戴月”的互联网行业。数据显示，每年旅游次数最
多的是从事商业服务的上班族，如从事咨询、法
律、检测、认证、中介服务等行业从业者，也就是常
说的“乙方”——年均出游3.8次。相比之下，因
为假期相对集中，单次出游时长较长，从事教育或
培训的上班族年均仅出游2.9次。

另一个现实是，大多数上班族仍然会在旅途
中工作。数据显示，仅有12%的人会在旅途中屏
蔽所有工作上的信息，来一场全身心放松的旅
行。绝大多数人都需要在旅行中处理工作。比
如，64%的人需要通过手机处理工作，回复工作上
的邮件和信息，甚至要来几场电话会议。41%的
上班族甚至会携带电脑去旅游，还会在旅途中随
时抽时间办公，尽管这并不是一次商务旅行。

国家旅游局：

每年支持旅游扶贫项目
将不少于1000个

据央视财经报道，国家旅游局近日确定了旅
游扶贫行动方案，计划每年对深度贫困地区进行
从人才、金融、创业等多方面的专项扶持，旅游扶
贫项目将不少于1000个，资金不少于3000亿元。

国家旅游局联合12个部门共同制定了《乡村
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共梳理出具备发展乡村
旅游条件的贫困村2.26万个，涉及建档立卡贫困
户230万户。以西藏地区为例，截至目前，西藏已
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7.7%，当地旅游部门通过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
体育、藏医药、农牧业、民族手工业等相关产业融
合深化，以农家乐、藏家乐、牧家乐、休闲度假点、
家访点为代表的乡村旅游新业态，鼓励城镇居民
和农牧区群众依托旅游发展，实现旅游收入
301.54亿元，同比增长21.6%。下一步，国家旅游
局将每年对深度贫困地区进行金融支持，旅游扶
贫项目将不少于1000个，资金不少于3000亿元，
通过招工、订单采购农产品、成立互助社等方式帮
扶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排队太久，安全缺保障

55.5%受访者
不愿进大型游乐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
安全事故频发，引发了公众对于此类问题的强烈
关注。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2002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7.5%的受访者体验过过山车等大型游乐设施，
55.5%的受访者不愿尝试大型游乐设施的原因是
安全缺乏保障，78.8%的受访者认为大型游乐设
施必须有严格的安全把控。

本次调查中，31.4%的受访者每年去1次游乐
场，51.0%的受访者每年去2-4次，7.1%的受访者
每年去4次以上，10.5%的受访者从来不去。

人们不愿尝试大型游乐设施的原因有哪些？
数据表明，55.5%的受访者觉得安全缺乏保障，
53.1%的受访者是因为太过拥挤、排队太久。其
他原因还有：自己害怕（40.4%）、票价太高
（27.1%）和身体条件不允许（19.3%）。

数据表明，40.8%的受访者对游乐场的信任
感降低了，仅22.9%的受访者信任感增加。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的加快，省际之间、县市之间、景区景
点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以经济为主
导的合作催生出了产业链上的多体
合作。以“市场开放、客源互送、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为原则的区域合作，
已经成为旅游界的共识。

一衣带水的湛江与海南虽隔海
相望，但旅游合作由来已久。早在
2007年，两地10个市县便结成琼北
湛江区域旅游合作组织，同时携手申
报雷琼世界地质公园，打造区域旅游
品牌，大力培育旅游新业态、开发新
产品，捆绑宣传促销，积极发展无障
碍旅游。

琼北旅游圈由2012年发起时的
8市县扩展为后来的11市县。经过
几年的发展，琼北旅游圈以其丰富
的旅游资源、特色的旅游文化，统筹
规划发展，已经建成各具特色的旅
游度假区、旅游风情小镇、特色村
落、自驾车营地、特色乡村酒店、特
色民俗活动及特色地域文化的旅游
产业体系，海南旅游开始转入“南热
北暖”格局。

海峡的另一边，湛江乡村旅游资源
丰富，既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艺活动，
又有现代农业、休闲产业园，互动体验
性增强，节庆活动增加，成为不少外地
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2016年12
月，广东省湛江市也加入琼北旅游圈，
渔岛度假村、雷州足荣村、徐闻南极村、
坡头炭之家等著名景区也成为吸引海
南游客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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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北与湛江打造区域旅游合作典范

跨海互动 南来北往齐“圈粉”

■ 本报记者 赵优

“十一”黄金周将至，广东省
湛江市已有市民谋划起了“一路
南下去看海”的海南深度游，而
有些海南岛民也准备离开常住
的海岛，期待着到湛江的雷州、
徐闻沿线走走看看……

跨海互动，携手共赢。多
年来，海南特别是琼北与湛江
市紧紧握手，促进旅游资源共
享、客源互送、线路互通及政策
互惠。近两年，两地携手以“全
域旅游”的视野，深挖旅游资
源，推出系列旅游路线，以更加
多元化、个性化的旅游产品供
给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区域旅游
一体化是各地区之间以合作的方式
进行旅游产品包装、线路共建、形象
共宣，从而树立较有影响力的旅游
品牌，吸引旅游者抵达该旅游目的
地，达到旅游经济带动社会经济全
面发展的一种模式。在当前充满竞
争的时代，合作似乎已成为各行各
业实现异军突起的重要模式，通过
互换资源，差异化发展，产生1+1>2
的效应，这不仅有利于壮大自己的实
力，同时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具体表
现。

“琼北、湛江要在人文、历史的共
同性基础上，实现旅游资源和产品的
差异性互补。”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
会会长王健生表示，丰富的旅游资源
是开展旅游活动的前提条件，但是由
于地理位置、历史条件、文化因素、社
会条件等，旅游资源分布不均，所以
在区域旅游发展中需要兼顾地区差
异，要强调产品组合、线路连接、形象
宣传，在充分挖掘其差异性的基础上
进行产品组合与线路开发。“旅游联
动是个跨区域的系统工程，需要统一
品牌，在产品设计、线路策划、宣传推
广、市场营销、渠道建设、信息服务等
方面，建立区域旅游的一条龙服务体
系，打造一体化旅游目的地的产品，
全方位宣传一个城市群整体旅游形
象，促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和国际化进
程，增强整体旅游实力。”王健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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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北与湛江位于琼州海峡南北两
岸，自古就紧密相连。两地夏季旅游资
源丰富，产品特色鲜明、差异明显，并有
着互补的天然优势。

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是区域旅游
一体化得以快速推进的政策砝码，也会
为一体化的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为了共同做大区域旅游合作这块
“蛋糕”，去年，海口、湛江携手以“全域旅
游”的视野，主推乡村旅游线路，联合推
出“一程多站”式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分
别以“一路南下去看海”“苍琼湛蓝”“乡
村旅拍美景、品尝美食”“海口一日游精
品线路”等为主题。前往海南的自驾车
游客可以沿着旅游线路，在湛江-雷州-
徐闻沿线看一看半岛优美的人文景色，
也让过海游客的海南之旅获得更美好的
旅途体验，促进了两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获得游客好评。

今年4月28日，直升飞机“琼州海
峡航线”的正式开通，也证明了琼湛港航
的进一步融合发展，仅仅18分钟的航
程，让海口和湛江的距离更近了一步，为
打造琼湛区域陆岛综合交通枢纽、全域
旅游集散地和精品旅游地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6月推出的“海澄文”为核心的琼
北、湛江区域旅游圈夏季旅游线路产品，
包括采摘亲子游、航天科普游、美食快乐
游、都市街区游、乡村乡愁游、文化探秘
游、工业特色游等七大系列产品，海口都
市街区游、海口周边一日游、澄迈文昌古
村落探秘一日游、航天科普文化一日游
及一路向南去看海——湛江3天2晚游、
琼北2日游等线路，在这个暑期颇受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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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啦米，琼中》①

在营根，遇见一座童话的城

■ 小米飞猫

请为我舞起绚烂的衣袖，请为我落下
灿烂的星光，我与你约，在时光的边际，邀
请阳光，和云画的月光。

游玩琼中，当然要从营根镇开始。从
海口出发，在中线高速公路0公里处开始计
时，以严格守法的时速，穿过群山的怀抱，
一小时二十分钟即可抵达。

营根镇原来叫“什（za）根”，在黎语中，
“什”意为土地，“根”意为稻秆。古早时期
来到此地的黎族人民在收割完庄稼后，会
直接在田中燃烧稻秆做下一季稻的肥料，
因着稻秆燃烧的景象而得了此名。再后
来，由于琼中地处琼崖中枢，是五指山区的
重要军事门户，从明朝开始便有了兵家在
什根地界安营扎寨，于是“什根”又改名为

“营根”。如今，营根镇是琼中的县城。
在那些老时光里，224国道是人们往来

琼中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穿过营根镇的
城区，延伸过琼中的全境，抵达五指山市。
年复一年，往来的车辆将路面碾压至坑洼
难行，道路两旁皆是高矮不一的楼房，老旧
的墙体，年久失修，残败黯淡。从这样的县
城经过，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相信你都
不想停留。

然而，2016年的某天，几乎就在一夜之
间，营根镇变成了另外的一座城。

就像有人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任性

地把玩着好多绚烂的颜料，泼向道路两旁
那些老旧的楼房，泼出了一道赤橙黄绿青
蓝紫的彩虹，第二天，太阳初照，醒来的人
们惊诧地看见了一座全新的城。

修缮后的道路平整有序，隔离带上画
着黎锦苗绣等图案，顶端摆放着开满鲜花
的木槽；路旁的楼房顶端加盖的那个木制
船型穹顶，象征着黎族祖先的船型屋；阳台
或小窗口上花姿灿烂；彩色的墙面同样描
上了黎锦、苗绣、甘工鸟和传说中的大力神
的图案，将黎族、苗族的民俗与传说体现得
淋漓尽致，华丽丽地炫出这个黎族苗族自
治县最明晰的标识。当然还不止这些，有
些楼房的墙体上还有肆意的涂鸦，比如一
只高大的长颈鹿，一只传神的熊，再比如，
我最喜欢的黎家阿哥沿着梯子爬到黎家阿
妹窗口的那一幅画，简直就是红果果的现
代版爱情剧的重现嘛，赞爆炸！

我喜欢骑着自行车在这座城中慢行，这
样才能从容地检阅整条街道和漂亮的楼房。

我最喜欢淡黄色、嫩绿色的墙体，当然其
他的颜色也很艳，在晴朗的白日，蓝天在上，
阳光洒下，呼应着这座城的绚烂色彩，异常明
亮，像极了某个极美的欧洲小镇，热情而精
致，让每一个行经至此的人心情豁然开朗。
置身其中，我觉得自己都变成彩色的了。

某天晚上，我结束了在某县的工作，借
由310省道经琼中返回海口，当我驾车抵
达营根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在走过

漫长而漆黑的道路之后，营根镇迎接我的
是街道两旁明亮的路灯和灯柱上高挂着的
红色中国结，它们像一条红色的龙蜿蜒游
过整座夜的城，延伸出对每一个夜归人最
热烈的欢迎仪式。每一座楼房上七彩的布
光辉映着墙体的色调，在点点繁星的映衬
下，多了一丝梦幻的韵味。夜晚的营根镇，
有着完全不输给大城市的流光溢彩。而光
影之间的那份细腻的温暖顿时给了我回家
的欢喜和安心。我停下车，拍下了这美丽
的街景，然后万般不舍地驶向高速公路，躺
在手机相册里的那一份暖意便成了我暗夜
独行时最大的安慰。

这样的一座城，有着难以复制的魅力，
它热情奔放却不失沉静与清澈，恰到好处
地彰显了它的人民淳朴的风气，乐天的性
格，与大自然相敬相依和谐共生的生活态
度。这样的一座城，像极了一个童话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住着各个族系的可爱精
灵。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每当我的目
光从这里滑过，我就会听见灵动的音符，看
到星光和棱角花闪烁地飘散，看见精灵们
的快乐舞姿，看见那些从不设防的纯真笑
脸。我很有企图，想要把整条街道及两旁
的彩色楼房折叠起来，装上车，拉到一个凡
人罕至的地方，慢慢展开，再拼叠整齐，让
它成为只属于我自己的童话王国。

我相信，遇见一座童话的城，我们就永
远不会老去。

9月3日，《雅啦米，琼中》全国发行启动仪式暨新书分享签售会在海口举行。作为一本游记，该书提供
了一个游玩琼中的正确打开方式，无论是自驾游、骑行游，抑或是徒步游，都能找到最美的景致和舌尖的惊
喜。《海南日报·旅游周刊》从今天开始，连载该书，以飨读者。

编者按

营根镇充满民族风情的建筑立面。

湛江湖光岩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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