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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3：民宿火热

假日期间，我省各类宾馆、酒店
入住率创下新高，其中民宿以更适
合家庭出游、朋友欢聚的特点受到
游客热情追捧。

位于海口骑楼老街的还客
1921精品民宿，房间预订早在8月
底就已完成，价格虽有上浮，但20
多间客房的满房状态持续到10月
9日。在入住的客人中，北上广深
等一线城市游客占比超过50%，对
于他们来说，更为看重民宿的主题
风格和内部装饰等个性化元素，期
待景观旅游向文化旅游的转变。

假日前夕陆续开业的森林客栈
海口东站分店和博鳌玉带湾分店，
也在节日期间迎来入住高峰，其中
不少是森林客栈的老顾客。

今年国庆、中秋喜相逢凑成8天假期，让
十一黄金周升级成为“超级黄金周”，无论是旅
游市场还是消费市场，都迎来了数据高峰期。

海南在今年的“超级黄金周”里收获了漂
亮成绩单：10月1日至8日，全省共接待游客
410.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1 %；旅游总收
入80.91亿元，同比增长58.5%。记者注意
到，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我省旅游市场呈现出了
主题分明的特点，自驾游、乡村游持续火热，美
食游、购物游人气火爆，各类民宿颇受追捧，展
现出日渐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到另一座
城市体验另一种生活”使得人们从单纯“旅游”
升级到体验“度假”。

关键词1：自驾游

随着交通路网的通达、居民汽
车保有量的提高，个性化更强、自由
度更高的自驾游已经成为国内居民
出游的主力军。加上国庆中秋假期
继续实行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更为
自驾自助旅游添上一把火。

到三亚吃海鲜、到琼海访田园
……长假期间，我省高速公路车辆
川流不息，三亚、海口、陵水、琼海等
重点旅游景区停车场火爆，临时停
车场纷纷投入使用。身处中部山区
的琼中、保亭等地，近两年在自驾

“驴友”中颇有口碑，迎来自驾游高
峰。10月3日，呀诺达景区车流量
大增，自驾游客明显增多，安保工作
人员全员上阵协调调度自驾游游客
车辆，保障游客出行畅通无阻。

关键词2：乡村游

今年是我省全域旅游创建示范
省的关键之年，随着各市县全力推
进全域旅游创建，不同类别的全域
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我省乡村旅
游格外抢眼。

双节期间，我省各市县推出比
较火热的节庆主题产品，加入当地
的人文历史和或文化风俗等特色元
素吸引游客。三亚的中寥村田园艺
术亲子课堂等亲子活动、儋州的调
声文化节、琼中的什寒金秋黎苗歌
舞赏等民族民俗文化活动、定安的

“体验农耕文化、品尝新竹美食”自
然学堂活动和文笔峰泥人节等特色
主题活动，给广大游客带来了与往
年不同的体验。

关键词4：美食效应

旅游市场在快速增大的同时，游
客的需求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
征。尤其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升，消费观念的升级，国人对于旅游
已经从单纯的观光游览活动，转向对
旅游的品质以及游览过程中的体
验。美食，无疑是海南旅游的一大吸
引物。

本着“来海南，就要吃海鲜，品当
地菜”的需求，许多游客在游玩的同
时，选择来一场琼菜和海鲜盛宴。
节日期间，我省琼菜美食受欢迎程
度超过以往，海口万人海鲜广场每
天接待顾客近2万人，三亚火车头万
人海鲜广场每天接待顾客超过万人，
成为假期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

关键词5：免税购物

■ 本报记者 杨春虹

9月28日，三亚阴雨绵绵。首批
66条“来自”黑龙江、新疆、四川、云
南等20余省区的中国明星恐龙“穿
越”亿万年时空来到三亚水稻国家公
园。这些由科学家们监制、按1：1复
建的景观恐龙，不但能灵活转动身躯
还能模拟发声，让人感觉6600万年
前“消失”的恐龙又回来了。

据悉，中国明星恐龙园目前已安
装好首批的66只景观恐龙，建成后
这里将汇聚中国已发现的270余种
恐龙共计288条，将成为全球规模最
大的室外景观恐龙展示园。

海南岛并非恐龙发现地，建造如
此规模的恐龙园，学界怎么看？中国
是恐龙大国，为何很多国人并没了解
这一点？高深的古生物，如何借助

“+旅游”走近大众……本期《三点一
线》沙龙，我们听中国一流古生物学
者聊聊古生物这门高深学科。

创新：海南无恐龙遗址，
却是科普好地方

《旅游周刊》：海南岛并没有发现
恐龙遗址。而国内的恐龙博物馆，无
一不是依托遗址来建设的。在这里
建一个集中展示 270 余种已发现中
华恐龙的景观园，学界和社会如何看
待？

杨群：这个项目从策划开始，中
国的一批知名古生物专家就已经参
与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
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
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
等重要的位置！

海南是国人向往的休闲度假胜
地，而恐龙又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古生
物。我们希望以‘+旅游’的方式，创
新科普工作，让古生物学能够以一种
轻松的方式走近大众。

冯伟民：是否有遗址并不重要。

常州没有恐龙，也建了一个恐龙主题
公园，但通过恐龙文化+娱乐+旅游
的方式，能够吸引青年人走近古生
物，让小朋友们对科学产生兴趣。

科普适合在任何地方做。现在，
恐龙这样一个古生物的明星，再加上
海南一流的旅游资源，尤其是水稻国
家公园占地面积2800亩，依山傍海，
能够很好地营造恐龙生活的那个远
古时代。从这一点来说，海南的优势
是最明显的。

彭光照：自贡恐龙博物馆是依托
遗址兴建的，也是我国第一座专业性
恐龙博物馆，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
馆之一。但那里更注重研究，展示的
主要是当地发现的恐龙，其他省份的
恐龙博物馆也基本是以展示当地恐
龙为主。中国的恐龙分布在20多个

省份，海南能够建造一个集中展现中
华恐龙的园区，非常有意义。

遗憾：生在恐龙大国，
知道的都是外国龙

《旅游周刊》：中国是恐龙大国，
中国的古生物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但很多人都是从诸如《侏罗纪公
园》这样的电影里了解恐龙知识，我
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明星恐龙如霸王
龙、三角龙等，其实都是北美的。这
是否也是一个遗憾？

王原：的确如此。我在学校举办
的恐龙讲座中让孩子们说几个中华
恐龙的名字，说出来的全是外国恐
龙。这说明我们的科普工作做得还
远远不够，没有国外做得那么深入人

心。希望下次再举办讲座，孩子们能
告诉我几个中华恐龙的名字。

古生物学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
生涩，反而非常有意思。我现在会问
学生，恐龙灭绝了吗？我告诉他们，
或许并没有，有一个支系的恐龙就长
出了羽毛，飞上了蓝天。接着我会告
诉他们，正是因为1997年在辽宁发
现的带羽毛的恐龙中华龙鸟，证实了
恐龙变鸟的那个大胆科学猜想。

董枝明：过去中国老百姓把恐龙
化石称龙骨，当成药材，其实化石是
没有疗效的。我们去找恐龙化石，老
百姓说不知道，一问龙骨，大家都知
道。即使到现在，在黄土高原依然保
留用龙骨来治疗缺钙的偏方，但其实
都不是真正的恐龙化石，而是大象、
犀牛的。

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000多种恐
龙中，中国发现的就有270余种，而且
中国的恐龙化石也是最多的，中国对
恐龙的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在世界古生物界也是走在前列的。

“+旅游”：实现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旅游周刊》：将 270 余种中华
恐龙在海南集中呈现，对古生物的
科普，对海南的旅游，都会带来哪些
收益？

董枝明：我们希望在这里普及中
华恐龙知识，面向广大青少年展现恐
龙的进化、分类，让他们了解古生物，
继而对古生物研究产生兴趣。在户
外那么大的空间建造这样一个景观
恐龙园，在国内没有，在全世界都是
不多见的，这不仅是一个商业机会，
更具有非常重要的科普意义。

杨群：我们现在呈现出来的景观
恐龙，都是按照1：1比例来复原的。
科学家们根据恐龙的骨骼等很少的
证据，推理设计每一种恐龙的肌肉、
肤色等，让人们能够更多地了解恐
龙。通过这样一个景观恐龙园，我们
希望人们在这里找一找自己家乡的
恐龙，小朋友们在这里比一比谁认识
的中华恐龙多。

冯伟民：我们要按照规律来呈
现、规划恐龙园，而不是随意摆放；同
时，通过展示牌、VR等新科技展示
介绍相关内容。再就是要讲好公众
感兴趣的小故事，并通过这些小故事
来介绍知识点，比如恐龙是转圈下
蛋，两个蛋一组，为什么？中国的带
羽恐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围绕着这个可以做非常多的拓展，甚
至可以拍部大片。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无论
是对我们古生物学界创新科普，还是
海南创新科普旅游，都是一个非常好
的尝试。

体育旅游
成为假期出游新方式

据新华社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人体验
“旅游+体育”这样的新形式，“一边看风景，一边
锻炼身体。”

今年国庆节前夕，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国家旅
游局发布了15条“十一黄金周体育旅游精品线
路”，包括内蒙古阿拉善越野e族沙漠汽车精品线
路、黑龙江穿越大小兴安岭徒步线路、江苏苏州吴
中环太湖骑游线路等，涉及的项目有徒步、骑行、
漂流、探险等。

中国多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正在搭乘
“体育旅游”快车。在云南，当地结合户外运动资
源和旅游资源，已经打造了昆明高原国际半程马
拉松、环滇池高原自行车邀请赛、东川泥石流越野
赛、2017世界铁人三项赛曲靖站等体育旅游项
目。云南省还提出到2020年，将争取形成20条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浙江、安徽等省份也在尝试

“体育+旅游”的跨界融合，“体育+旅游”类特色小
镇不断涌现。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方式升级，人们的
旅行方式也在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运动
爱好融入旅行中；体育给旅游创造了更大的附加
值，体育和旅游的结合催生了庞大的市场空间。
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选择体
育旅游产品出游的人次增幅明显，比2016年同期
增长了1.2倍。在体育旅游项目中，徒步、骑行等
门槛较低的户外项目最受消费者欢迎。

全国首趟“众筹火车”
西安开行
众筹上座率达100%

据西部网消息，众筹一列火车，听起来似乎有
点不可思议，但在这个国庆长假里，还真成功了。
10月7日23点33分，西安到榆林的K8188次旅
客列车从西安火车站缓缓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
趟“众筹火车”在西安成功开行。

国庆长假里，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多元化的出
行选择，西安铁路局联合清华大学设计团队推出

“众筹开火车”平台，运用众筹模式，在西安到榆林
间开行首趟“众筹火车”。这次开行的“众筹火车”
为两趟，分别是 10 月 7 日加开西安到榆林的
K8188次和10月8日加开榆林到西安的K8187
次。

西安铁路局西安车站票务车间副主任畅蕾：
“参加众筹的旅客通过登录新浪微博的账户，或者
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登录这个众筹平台，选择所
要出行的车次、日期和席别，当众筹的上座率达到
50%以上，这趟火车就可以开行了，这趟K8188
次众筹上座率达到了100%。”

记者了解到，这次“众筹火车”除调整列车出
发的时间，还首次根据众筹旅客的需求，增加了卧
铺的数量。同时，为方便旅客购取票，西安火车站
还为参与众筹购买车票的旅客，开辟专门的购取
票窗口和候车区域，由专人引导进站上车，让旅客
充分感受“我坐火车我做主”的出行体验。（李辑）

全省进港车辆49169辆

同比增长22.5%

全省乡村旅游接待

107.49万人次

同比增长7.3%

中国明星恐龙园被科学家们视为科普的一次创新，他们希望——

“+旅游”，让古生物学轻松走进大众

国庆中秋“喜相逢”，海南收获靓丽成绩单

““超级黄金超级黄金周周””成色很漂亮成色很漂亮
■ 本报记者 赵优

董枝明：著名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者。曾为35种恐龙命名。
杨群：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
王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动物馆馆长。
冯伟民：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古生物博物馆馆长，全国古生物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彭光照：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委员，自贡恐龙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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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率
三亚为70.49%
海口为60.39%
琼海为77.7%

国庆中秋长假，免税店成为游客
“买买买”的热门地。作为三亚的金
质“名片”，三亚国际免税城在长假期
间更可谓人财两旺。假日期间，三亚
国际免税城的一线销售人员取消了
假日休息，顾客消费热情高涨，每个
柜台均保持了较高的人气。除了来
自天南海北的顾客以外，店内丰富多
彩的品牌活动也增添了浓厚的节日
气息，彩妆体验、浪漫舞会、抽奖活动
等可谓热闹非凡。

据统计，长假期间，海口和
三 亚 两 家 免 税 店 接 待 总 人 数
15.70万人次，同比增长22.6%；销
售 收 入 2084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43.4%。

销售收入20846万元

同比增长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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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假期海南银联卡
旅游交易增长明显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高
若浅）10月9日，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发布“十
一”假期银联网络交易数据，10月1日至10月7
日，银联网络交易量再创新高，交易金额达到
59.72亿元。

国庆中秋假期，从银联卡交易数据看，海南旅
游消费一片红火。“住”在海南：宾馆酒店类交易笔
数 和 金 额 比 去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21.83% 和
81.55%；“吃”在海岛：餐饮行业较去年同期有大
幅增长，交易笔数和金额分别增长 50.31%和
167.98%；“买”在海南：从日用百货、珠宝工艺类
的消费情况看，百货类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达
226.21%，工艺品珠宝等增幅也达272.73%，长假
期间汽车销售也增幅显著，笔数较去年同期增幅
达28.39%，值得一提的还有免税购物游格外火
爆；“玩”在海岛，旅游售票类总体金额较去年同期
增长208.93%，娱乐业也有279.81%的金额涨幅。

从支付习惯看，越来越多消费者和收银员都
开始使用更加安全、快捷的非接闪付支付方式，银
联云闪付各类手机Pay业务交易金额较去年增长
387.05%。据了解，近日银联又推出一大波优惠，
银联云闪付用户使用NFC挥手机云闪付或扫银
联二维码，在10月31日前可享满10元立减5元
优惠，活动商户覆盖日月广场、吾悦广场、京华城
等大型商圈。

三亚水稻国家公园里的中国恐龙景观园，安装中的景观恐龙。杨言卓 摄

长假期间，游客在三亚国际
免税城选购。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游客在景区体验“水上飞龙”项目。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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