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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春节将至，三亚一系列花样玩法轮番登台——

品年味鹿城 探满园春色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实习生 李家鑫

新春佳节将至，节日气
息愈加浓烈。春节黄金周去
哪儿玩？北方落雪纷飞时，
不少人对蓝天碧海、阳光明
媚的三亚更加向往。浪漫文
化、旖旎沙滩、热带雨林……
三亚美景如画，特色景点众
多，不少“打卡”地点已成为
网络攻略、朋友圈当中的热
门目的地。

除了逛景区、看大海、登山
观景等传统玩法外，备受关注
的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鹿回
头滨河公园等项目将在春节期
间开门迎客，与此同时，三亚
还将推出一系列新奇好玩的
旅游产品，无论是漫步花海田
园，与体育明星逛庙会，还是
感受渔歌唱晚的渔家风情，游
客均能在体验式、互动式的活
动当中，深入感受鹿城文化，
体验全新的过年方式，感受一
次年味浓郁的海南春节。

春节来三亚看什么？来三亚看春晚，在
海风轻拂、椰林婆娑的美景中迎接新春佳节，
或许将成为终生难忘的回忆。日前，从央视
2018年春节晚会筹备组传来好消息：今年春
晚将继续延续设立分会场的传统，三亚从全
国百座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狗年春晚
的四大分会场之一，将在节目中宣传中国重
视环保的理念、展示三亚优良的热带滨海生
态环境及旅游国际化发展成就。除夕之夜，
举家团圆，选择在三亚过年的游客，不妨穿上
清凉岛服与家人去看一场春晚，在热带城市
感受一番热闹年味。

春节期间，与体育、演艺明星在三亚街头
偶遇并非难事。今年，三亚“星味”浓郁，不仅
能看春晚，中国体育庙会也将在这里举行，将
有极限运动、射箭、排球、篮球、攀岩、健身等
20余个全民体育互动活动，以及电音狂欢、极
限运动、街舞展示等50余档表演节目，惠若
琪、田亮、潘晓婷等耳熟能详的体育明星，张
天、李圣杰、苏运莹、陈楚生等歌手，大年初一
将齐聚三亚海棠广场，与游客和市民一起过
大年。

除此之外，一系列精彩演艺项目也将在
春节期间亮相鹿城，其中包括首次进入国内
的史诗级别的太阳马戏剧场演出秀《阿凡达
前传之魅影骑士》，以及俄罗斯滑稽喜剧《拇
指姑娘》等国际大秀，同时，本土打造的特色
实景剧《红色娘子军》亦将为鹿城市民游客带
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旅游+”：
从观光客到“玩家”

一组数据值得玩味：在刚过去的
“元旦”小长假期间，凭借“迎新撞钟”等
一系列特色文化产品为“主打牌”的南
山景区，以接待游客量6.35万人次的
亮眼成绩，荣升三亚“揽客王”；紧随其
后的千古情景区，接待游客6.19万人
次，同比增长29.50%，两家景区揽客量
占三亚游客接待总量的近“半壁江山”。

一个为“老牌”传统景区，另一个
则为“旅游圈”新晋力量，为何均能在
三亚众多旅游景区中脱颖而出？“元旦
期间，南山推出了一系列撞钟、祈福等
特色民俗活动，将佛教文化、太极文化
融于观光游览中，而千古情的演艺项
目以琼岛文化脉络为主题，也受到中
外游客的欢迎。”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旅游消费能力不断加
强，游客对出游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传
统的观光游览项目逐渐被融入式、体验

型的旅行方式替代，深度游、品质游、长
线游、慢行游等产品成为热门。“这便需
要我们因地制宜打造不同的旅游产品
组合，将景区变成游客认识、感受、挖掘
三亚文化的平台，融入更多的新鲜玩
法、体验方式，提升景区的吸引力。”三
亚天涯海角景区相关负责人郑聪辉介
绍，今年春节期间，该景区将举办

“2018迎新春天涯海角中外音乐汇”，
邀请中外知名音乐人唱响天之涯，打造

“景区+音乐”新模式。
创新旅游模式，产品善做加法，今

年春节，三亚不少景区还将开展一系列
的探索。其中，西岛景区串联起西岛渔
村，打造渔家文化、文创文化聚集区；蜈
支洲岛景区打造运动海岛、活力海岛，
推动海洋文化发展；海棠湾水稻国家公
园则主打稻田文化牌，打造“科普教
育+观光旅游+实景演艺”等套餐产品。

“+旅游”：
全方位激活出游因子

得益于丰富的旅游资源，三亚亦
在大力挖掘涉旅项目的无限商机。设
于三亚市中医院内的三亚欣欣荣中医
疗养国际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董震，便
是搭乘旅游东风，发展特色产业的“尝

鲜人”。
“三亚的中医文化独具魅力，吸引

了不少国外游客前来体验、疗养，我们
便创新模式，联动三亚市中医院，推出
了一系列‘中医疗养游’产品，游客既能
玩，还能疗养。”董震说。

特色产业插上旅游的翅膀，“+旅
游”模式全方位激活发展因子，三亚旅
游市场收获明显。不难发现，今年春
节，三亚统筹规划、联动发展，打造了一
系列文体赛事活动，带动旅游、餐饮等
产业链齐发展，有力提升了三亚旅游吸
引力。其中，在海棠湾举行的中国体育
庙会，打造集极限运动、射箭、排球、篮
球、攀岩、健身等20余个全民体育互动
活动于一体的“体育嘉年华”，体育明星
参与助阵，以“体育+旅游”模式，激发
旅游活力；三亚打造国际音乐节，特邀
世界顶级电音DJ参与，以音乐、艺术等
元素包装旅游产品，共同打造星光熠熠
的鹿城音乐之夜。

“随着全域旅游深入发展，景区已
不再是游客出游的唯一选择，旅游产品
若不推陈出新、创新升级，吸引力将继
续下降。”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市正多举措大力加快旅游产业升
级转型，探索推出体验互动性较强的旅
游新产品。

去年森林旅游
产值1.15万亿元
我国将建6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

据中国青年网消息，国家林业局透露：我国正
加快推进森林城市群建设，全国有20多个省份正
在积极推进森林城市群建设，到2020年将建成
6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

据介绍，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0年建成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长株潭、中
原、关中—天水6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目前，珠
三角国家级森林城市群涉及的9个城市中已有7
个成功创建为国家森林城市。

另据了解：2017年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达到
13.9亿人次，占国内旅游人数的比例约为28%，
创造社会综合产值1.15万亿元。森林旅游已经
成为继经济林产品种植与采集业、木材加工与木
竹制品制造业之后，年产值突破万亿元的第三个
林业支柱产业。森林旅游直接收入从2012年的
618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1400亿元，年增长率
保持在18%以上。5年来全国森林旅游游客量累
计达到46亿人次，年均增长15.5%。

英国酒店推出
直升机接送客人服务

据新华网消息，免费上网、延时退房……在英
国约克郡约克市格兰德水疗酒店看来，这些服务
内容都是“小菜一碟”。这家酒店本月率先在英国
推出直升机接送客人服务，VIP客人支付一定费
用后，只需在家中坐等酒店来接就行。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格兰德水疗酒店应一些
高端客户的要求，推出直升机接送服务。服务收费
视距离远近不等，起步价为从曼彻斯特接人到约克
市、单程875英镑（约合7851元人民币）外加增值
税。目前酒店租用两架直升机供调配，一架是四座
罗宾逊R44轻型直升机，一架是五座贝尔206涡喷
直升机，下机后到酒店的路程则由路虎车承担。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酒店总经理菲利普·博
尔森的话报道：“作为一家豪华酒店，我们致力于
满足所有客人的独特要求，以确保客人留下难忘
的住宿体验……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的直升机
将从客人家的空地或附近空地接上客人，然后飞
往约克市，从下机地点到酒店的衔接轿车服务大
约车程5分钟。”

从观光游览到互动体验，旅游模式加快转型——

“旅游+”法则引领消费再升级

亲临春晚
文体活动丰富多彩

45.3亿人次！

中国旅游人次
2017年居世界首位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世界旅游城市联
合会近日在北京发布了《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
（2018）》。旅游消费已然成为全球民众的重要生
活方式，2017年全球旅游总人次（包括国内旅游
人次和国际旅游人次）达到118.8亿人次，为全球
人口规模的1.6倍。而在全球旅游总人次中，中
国旅游人次最多，为45.3亿人次。

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旅游增速继续高于全
球经济增速，全球旅游总收入增长率有望达
6.7%。全球旅游总人数将达到126.7亿人次，是
全球人口规模的1.7倍，亚太地区旅游总人次和
总收入所占份额将继续增长。

报告预测2018年世界旅游经济的8个发展
趋势：一是全球旅游经济全面、快速增长。二是全
球旅游三足鼎立格局更趋明显，其中亚太版块旅
游总人次和总收入增速最快，欧洲、美洲版块均有
所下降。三是新兴经济体旅游业份额不断提
高。四是金砖国家旅游发展格外引人注目，巴
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五国旅游总
人次将达到63.6亿人次。五是旅游已成为国际
服务贸易中最大组成部分。六是全球旅游投资
快速增长。亚太地区是全球旅游投资版图中，旅
游投资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地区。七、城市在
全球旅游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八是全球旅游上
市公司持续增长。

中国游客春节赴泰人数增多

中泰航班增至2万架次
据中新网消息，中国春节期间（2月15日至2

月21日），泰国航空无线电公司预计，将有20677
架次泰中航班，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普吉
机场增加最多达12%，约每天364架次。

目前，泰国航空无线电公司已经做好春节期
间的空中运输准备，除了主要城市机场的塔台外，
安装在其他二线城市的24个塔台也做好工作安
排，以支持春节期间飞往泰国的航班。

泰国航空无线电公司董事长莎丽妮表示，该
公司预计春节期间赴泰的航班约20677架次，平
均每天约2954架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6%，2
月15日最多达到3070架次。

目前泰国至中国的航班最多，平均每天350
架次，占所有国家航班数量的27%，其次是泰国
至新加坡的航班，平均每天110架次，占8%。而
大量中国游客在春节长假期间赴泰国游玩，则成
为了航班架次增加的主要因素。 （李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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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日，当朋友圈被北方白雪皑皑景色
刷屏时，三亚海棠区内却是花海飘香、稻穗青
葱，大型农旅融合景区——海棠湾水稻国家
公园正式开园。这是三亚创新开发的农旅融
合产品，打造观光旅游、农业科研、实景演
艺、教育科普、房车文化等元素集一体的旅游
景区，园区内设有稻田花海景观、全球首个大
型中国恐龙（1：1复原）科普基地、田野狂欢
实景演艺、大型婚庆一站式基地、亲子乐园、
稻田温泉景观、共享农庄村人易物线下体验
基地、大型房车体验中心、稻田盛宴海鲜广场
以及禾下乘凉艺术造型游客服务中心等十大
亮点产品，喜欢采风拍照、感受田园美景的游
客不容错过。

今年，三亚“旅游圈”十分热闹，一系列
旅游新产品都选择在春节期间开门迎客。
其中，三亚创新串联起西岛景区和周边渔
村，西岛渔村将在春节前基本建成迎客，游
客可同时饱览景区与渔村美景，感受渔村文
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体验一次渔家风味
生活；同时，三亚鹿回头滨河公园也将在春
节前亮相，市民游客既能徜徉于花园美景
中，还能一览游艇飞驰、游船穿梭的滨水画
面，感受水天一色的城市美景。

世界第三家亚特兰蒂斯酒店也将在春节
期间亮相三亚，建有19.5万平方米的水世界
和海豚湾，可体验温馨浪漫的水底套房、8.6万
只海洋生物自在畅游、惊险刺激的水上乐园
等，这是追求品质游的游客不错的选择。

新品上线
公园乐园开门迎客

旅行途中，“看客”的玩法或许只有一种，
但“玩家”的行程却能多姿多彩。

三亚蜈支洲岛景区海域清澈透明，海底
生态资源丰富，潜水、摩托艇、拖伞、香蕉船等
数十种水上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今年春节，游客不仅能上岛玩海，还能在蜈支
洲岛学习潜水、考资格证，做名副其实的“海
底探险家”。日前，国内首个“PADI休闲潜水
员课程（一日发证）”产品在三亚蜈支洲岛率
先上线，手机端的理论学习、泳池平静水域的
技能培训和近海开放水域的实际练习等可以
在一天内完成，并可考证成为休闲潜水员，持
证者可以合法租赁氧气瓶，在世界各地12米
以内海域、在教练员的陪同下尽情探索海底
世界。

不仅如此，一系列海上活动也将持续搅
热三亚春节。住惯了陆地上的酒店，何不体
验一次“海上酒店”？春节期间，丽星邮轮“双
子星号”将停靠鹿城，创新推出三亚首个“海
上酒店”产品，游客可住在邮轮中的特色海景
套房，享受海上烛光情人节晚餐、海上团圆宴
等旅游产品，魔术、马戏团等世界级大型演艺
表演，参加“小小航海家”“丽星百老汇”“海上
太极禅院”等主题活动。

更令人期待的是，历时近半年的克利伯
环球帆船赛，途经乌拉圭、南非、澳大利亚，也
将在春节期间进入三亚赛段。2月21日至3
月4日，三亚将举行船队抵港欢迎仪式、公众
开放日等落地活动，体验不一样的滨海春节。

鹿城尝鲜
新颖体验玩法登场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实习生 李家鑫

眼下，春节黄金周进
入倒计时。今年，三亚喜
讯不断，狗年春晚分会场、
中国体育庙会、太阳马戏
剧场演出秀《阿凡达前传
之魅影骑士》等纷纷落地
鹿城。好时节遇上好契
机，多重因素刺激出游需
求，三亚旅游显现出强大

“吸睛力”。
今年春节，三亚旅游

模式不断升级变化，旅游
产品推陈出新，酒店、景
区等多家涉旅企业纷纷
做加法，创新打造特色套
餐，“旅游+文化”“旅游+
民俗”“旅游+美食”等渐
成鹿城旅游名片，游客喜
好、产品组合、线路设计
等方面呈现多元特点，旅
游模式由观光游览逐渐
形成互动体验的新方式，
不断刺激消费形式再升
级。

游客在三亚西岛景区体验水上项目。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游客在三亚南山景区海边戏水
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