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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讯

逛博物馆成中国新年俗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2月10日，中国旅

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发布的最新调
查结果显示，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的游客比例达
到40.5%。“博物院里过大年”受到了广大游客和
市民的广泛欢迎。

过年逛博物馆看展览、看文物，正在成为中国
人的新年俗。今年春节，从南方到北方，从三线城
市到一线城市，从中国到外国，从线下到线上，越
来越多民众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回味传统，为春
节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

春节期间，福建省泉州市各大博物馆照常开
放，共计举办20多场主题展览和特色活动。在

“闽台缘”主题展厅内，关于民间艺术、宗教信仰的
实物展陈以及闽台两地岁时节庆、衣食住行等习
俗展示，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很多市民全家出动，
一起来看展。

在首都北京，各个博物馆春节期间更是人头
攒动。今年第一次举办“紫禁城里过大年”的故宫
博物院，大年初一至初六的门票于春节前就早早
售罄。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游客争相前来体验宫
廷过年的景象。其中，午门雁翅楼上的“宫廷春
节”主题展览、乾清宫前的“万寿灯”“天灯”“宫灯”
等布置、慈宁宫区域由上百家老字号组成的“年货
大集”，是成为人气最旺的地方。不少游客走出展
厅后都不由得感叹，“对春节年俗有了更深认识”。

据新华社报道，澳大利亚房车产业协会日前
公布的数据表明，房车和露营旅游在赴澳旅游的
中国游客中越来越受欢迎。

该协会产业研究员休斯·菲茨帕特里克日前
接受采访时表示，“赴澳旅游的中国游客如今越来
越倾向于新颖和不同的旅行体验。”

菲茨帕特里克说，近10年来，中国游客是澳
大利亚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也包括
房车和露营旅游两个板块。2017年，有14175名
中国游客赴澳旅游期间选择住在房车公园，同比
增长126%。在过去的2018年，同样有大约1.4
万名中国游客选择了这种新的旅游体验方式。

菲茨帕特里克说，这个趋势反映了中国游客
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他们也更有信心选择新的
目的地和旅游方式。“中国游客更喜欢自然风光，
而住在房车公园和使用房车也是接近和体验澳大
利亚自然风光和野生动物的绝佳方式。”（李辑）

■ 本报记者 赵优

海口西海岸椰风阵阵，碧海银沙，国家帆
船基地公共码头外的海面上，点点帆影随海
浪波动，在阳光照耀下像极了一朵朵浪花。

“春节黄金周7天，这里接待游客4万多
人次，其中体验帆船、游艇等体育项目的游客
达到3300多人次。”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
共码头项目总负责人陈佩福度过了一个忙碌
的黄金周。

为了让每一位游客学有所获，专业教练
一对一教学，讲解帆船结构、撑帆方法、打绳
结等基础知识和入门级帆船驾驶要领。在教
练耐心指导下，体验者学会了帆船的组装，下
水体验之前做足功课。培训结束，在教练的
带领下，体验者们穿着救生衣撑帆离岸，驶入
大海。片刻间，西秀海滩的海面上片片帆影
迎风飞舞，给冬日的海口增添了一道缤纷亮
丽的风景线。

“扬帆起航、劈波斩浪，与大海的亲密接
触实在太爽了！”来自山西的游客郭楠本在海
滩边休闲，被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上的热
闹景象所吸引，看着远处海面上的点点帆影，
再看看岸边整装待发的人们，她按捺不住好
奇之心，开启了人生第一次帆船体验。

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开放后，
就启动了以滨海休闲和海上旅游为主题的

“嘉年华”，市民游客可以体验快艇的速度与
激情、游艇的舒适与平稳、帆船的“倾斜湿身”
式惊险、风筝冲浪的自由与浪漫，海钓艇的休
闲与乐趣，感受海洋文化的魅力。“春节期间，
我们推出的40分钟帆船体验仅需128元，也
让更多游客能够体验帆船运动，满足大家玩
海的需求。”陈佩福表示，气候好、风向好、风
力好、沙滩好、海水好、海里无暗礁，成为西秀
海滩发展帆船等海上运动的独特优势，而亲
民的价格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帆船运动的刻板
印象：帆船并非小众、高端的运动，而是人人
都可以玩的运动。

彼时的日月湾，天气晴好，海风阵阵，正是
冲浪的好时机。许多游客在冲浪教练的一对一
指导下，在沙滩上练习划水、上板、起身、站姿等
关键动作。在冲浪教练董杰看来，今年春节黄
金周，来日月湾体验冲浪的游客更多了，除了平
时的冲浪爱好者，还有许多新手来体验。

体育和旅游在海南似乎有着天然的亲密
融合——在滨海，游客可以尽情享受潜水、海
钓、冲浪、帆板、帆船、摩托艇；在山间，游客或是
登山徒步，在深呼吸中体味原始本真；在高尔夫
球场，游客在海风轻抚中潇洒挥杆；在大大小小
的公路上，骑行者们在阳光下尽情驰骋。

201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完善
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
年）》，其中明确提出了支持海南打造国家体
育旅游示范区，引入一批国际一流赛事的具
体要求。这无疑是海南体育产业发展的又一
利好政策。今年，我省将从顶层设计上下功
夫，出台《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区总体规划》和
《海南水上运动发展指导意见》《海南沙滩运
动发展指导意见》等。“体育+旅游”，将成为
我省旅游消费升级中的重要一环。

2019春节黄金周收官，我省旅游市场亮点纷呈

旅游过大年 海南“春意闹”

2019春节黄金周圆满收官，海南旅游市场交
上成绩单：黄金周7天，全省旅游接待游客582.39
万人次，同比增长2.62%，实现旅游总收入143.75
亿元，同比增长4.75%。期间，我省文化体育节庆
活动精彩纷呈，田园风光、乡村民俗受游客青睐，
旅游与文化、体育等进一步融合，使得旅游消费模
式更加多元，全域共享旅游发展红利。

■ 本报记者 赵优

品本土风情、享休闲生活。这个春节
黄金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成为我省
旅游的亮点之一。同时，游客出游观念从
观光游览向休闲度假转变，更加注重身心
放松、休闲体验，而不是紧锣密鼓地走马
观花。他们走进博物馆探究海南的前世
今生，在骑楼老街触摸逝去的岁月，看黎
族老人用经纬一线织造时光……文化，逐
渐成为海南旅游的重要吸引力。拥有着
优越气候资源和优良环境的海南，在独特
的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加持下，让越来
越多的游客找到“诗与远方”。

春节黄金周期间，海口市主办的“在海
口过大年”文化展在海口骑楼老街开幕；第
十四届万春会灯展在万绿园展出，海口琼山
区还推出不夜城、府城三角公园迎春灯展、
儿童趣味游园等一系列活动；澄迈举办了金
山文化公园迎春祈福灯会和海南永庆寺
2019新春庙会；琼中组织了新春梦幻主题
灯笼展、民族趣味游园、百花廊桥花灯会、

“百花迎春”民族特色文艺表演、什寒黎苗歌
舞新春表演等活动……全省各市县以及各
景区开展的多项文化节庆活动，让广大市民
游客在浓浓年味中感受海南本土风情。

2月5日，“在海口过大年”文化展在300
多米长的海口骑楼老街中山横路正式启幕，
涵盖“大过猪年”展、汉声“中国传统文化基
因库”展和“经典海南文化”展。其中“经典
海南文化”展以“新”的理念、“新”的设计来
体现“古”的魅力和价值，让许多游客感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海南传统文化魅力。

声声清脆悦耳板鼓，随着一曲《春燕双
飞》唱响在戏台，海南公仔戏响亮的唱腔穿
透老街，游客纷纷驻足，或静听，或拍照；琼
剧经典剧目《伦文叙》在天后宫旁上演，台
下观众纷纷拍手叫好……黄金周期间的骑
楼老街，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文化大餐。

“我已经来过海南多次，这次想感受
一个不一样的海南。”来自浙江的游客李
丹妮说，此次在海口停留，骑楼老街成为
她的打卡地——漫步老街，游遍水巷口、
老街戏院、天后宫等知名景点，感受老海
口人的生活之后，再去听听公仔戏、琼剧，
虽听不太懂，但也颇有趣味，最后再按图
索骥寻找辣汤饭、猪脚饭、糟粕醋……“能
够触摸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并且像本地人
一样感受这里的生活方式，让我很满足。”
李丹妮说。

假日期间，森林客栈三亚湾店人气兴
旺，这个刚刚开业不久的客栈，迎接着远
道而来的客人，承载起游客有关海南的美
好记忆。“海南不缺酒店和宾馆，我们致力
于给顾客‘最当地’的体验，从卖客房转变
为卖生活方式、卖海南文化。”森林客栈品
牌创始人冯清雄说。

在森林客栈的每家店里，游客都能在
前台发现“了解海南，从森林客栈开始”的
小册子，里面包含当地的景区景点和美食
等攻略。“我们推荐给顾客的地方，都是本
地人喜欢和常去的地方，希望游客能够发
现海南、爱上海南。”冯清雄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

有了客栈的管家服务，游客们找到了
“原味海南”的正确打开方式，比如在琼海
森林客栈的楼顶露台看着万泉河景吃“公
道”；在儋州与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为伴，
在天然氧吧中自在深呼吸；去万宁日月湾
店，下水冲浪、拉网捕鱼……

■ 本报记者 赵优

这个春节黄金周，除了去各大景区游
玩外，许多市民游客选择乡村、农庄、公园等
地享受休闲时光，我省自驾游、周边游、乡村
游热度不减。

随着海南旅游公共服务体系逐渐完
善，游客出游方式更加多元，自驾游唱起
主角。万宁市各大景区、旅游区基本以自
驾车游客为主，自驾车辆主要来自北京、
贵州、湖南、广东、海南等地；乐东自驾散
客游成亮点，全县主要旅游景区自驾车明
显增多，占旅游接待四成以上，游客主要
来自广东、上海和东北三省等；儋州游客
出行自驾游、短途游游客明显增多，知名
景区、乡村游、农业休闲游、寺庙游等线路
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同时，全域旅游“点、线、面”建设不断
推进，一些游客不再选择热门景点作为目
的地，而选择到公园享受休闲时光。海口
市区的美舍河湿地公园、郊外的潭丰洋
湿地成为返程客最佳出游目的地。湿地
让海口旅游更精彩，市民、游客在湿地里
呼吸着清新空气，或骑自行车或徒步，欣
赏生态美景，其乐融融。“这里满眼绿色、
鸟语花香，真没想到城中还有这么好的
绿地。”在海南旅游的山东游客符兴来到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游玩时说，公园处
处是美景，绿地与城市相结合，身处于此，
十分惬意。万绿园、白沙门公园、凤翔湿
地公园等地也处处可见全家出游的市民
和游客，海口火山泉休闲农庄、开心农场
温泉度假村等生态度假地迎来了大批自
驾车队。

田园风光好，春节品乡愁成为时尚。
文昌各个乡村旅游点纷纷推出独具地方
特色的主题活动，其中龙泉乡园推出新春
砸金蛋、寻宝发朋友圈等项目受到游客的
青睐，航天科技小康村——好圣村在假日
期间也迎来了不少游客，天赐村以其独具

魅力的四大美食之一“文昌鸡”和斑斓的
墙壁彩绘吸引众多游客到访。保亭的农
家乐、民宿、帐篷露营过夜的方式也备受
游客青睐，七仙岭度假区的山村客栈和三
道镇的黎家民宿假日期间客房几乎日日
爆满，悠然帐篷营地假日期间推出的体验
活动备受游客喜爱，获得众多游客好评。
在陵水，自驾游和乡村游逐渐升温，除了
看海尝海鲜体验疍家风情外，光坡镇进行
圣女果骑行采摘、红角岭登高赏花、本号
大里的赏湖观瀑、吊罗山的热带森林公园
等路线受到自驾游客的热捧。

一些细心的电视观众会发现，琼海龙
寿洋花海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在2月5
日和2月7日，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和
《新闻联播》栏目分别以《万亩公园花盛开
新春花海醉游人》和《尽享假日 共度幸福
中国年》为题对龙寿洋花海进行了报道。
春节黄金周期间，琼海龙寿洋花海盛开，向
日葵、醉蝶花、格桑花、千日紫、波斯菊等五
大品种，姹紫嫣红，春意盎然，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踏青赏花。据了解，今年春节7天
假期，龙寿洋花海共接待游客超1.2万人
次。“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到龙寿洋，看花海、
摘草莓、吃农家乐，不仅玩得开心，还拍了
好多照片！”游客陈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许多景区游客量较大，一家人选择避开人
流来到乡村，在田园风情中尽享假日悠
闲。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琼海北仍村、沙
美村、南强村、加脑村、鱼良村、椰子寨、田
园梦想、蔡家宅等地，游人品尝农家美食、
采购绿色农副产品，十分惬意。

数据也印证了全域旅游的发展。国内
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发布的《海南省春运数
据分析》显示，往年酒店预订火热的城市如
三亚、海口热度有所下降，而周边小城市酒
店热度上升。处于大三亚旅游圈内的陵
水、乐东的酒店预定量分别同比增长
15.3%、17.5%，作为东部重要旅游城市的
琼海则同比增长43.9%。

文旅融合效应凸显

游客爱上
海南味儿

自驾游、周边游、乡村游热度不减

全域旅游多点发力

““体育体育++旅游旅游””助助推推产业融合产业融合

帆船帆船、、冲冲浪浪等等
运动备受运动备受欢迎欢迎

赴澳中国游客
青睐房车和露营旅游

国人环球“春游”新动向
据新华社报道，春节往往与返乡归家联系在

一起。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国人选择在这段时间
走出国门、奔向远方，使世界很多地方充满了浓浓
的中国年味。据携程等几大在线旅游平台预测，
2019年春节期间有4亿中国人出游。其中出境游
约700万人次，覆盖96个国家和地区的900多个
旅游目的地。由于中国游客越来越重视海外游、海
外购的品质和体验，更多新趋势也显现出来。

境外消费——更理性地“买”

近年来，中国人出境旅游消费习惯在悄然改
变。以前对名牌商品盲目的“买买买”少了，人们
更注重自身的实际需求和喜好，也更愿意购买当
地特色商品。

来自湖北的中国游客王威在巴黎购物时，没
有去老佛爷、巴黎春天等大型购物中心，而是选择
了一家法国当地人常去的超市，购买了红酒、巧克
力等一些本土货。花30多欧元淘几幅法国乡村
风景油画，买一只水晶醒酒器——王威还去逛了
位于巴黎郊区的二手市场。“买一些价格不高，但
国内难以见到的‘特产’，带回去送家人朋友才有
更意义。”他说。

海外观光——更有品的“游”

境外游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休闲娱乐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中，中
国游客的关注点已经逐渐从“购”向“游”转变。从景
点“打卡”转向了解当地历史文化、体验风土人情。

在北京工作的创投行业咨询师何雯第一次来
到美国，首选的游览项目是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然后是去百老汇观看音乐剧《芝加哥》。何雯告
诉新华社记者：“这个剧比较能反映美国真实的文
化，让人更直观地了解到当地的社会文化特色。”

除了传统的跟团游，定制游和自由行的客人
也在不断增多。参观博物馆、名校、酒庄等更有深
度、更具个性化的主题旅游越来越受欢迎。“美食
之旅”“户外徒步之旅”“健康养生之旅”“极地探险
之旅”吸引到更多有特别兴趣爱好的中国游客。

据凯撒旅游欧洲分公司负责人王竹丽介绍，
中国游客的出游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每
年以亲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为特色的团组一票难
求；“观赛之旅”吸引了大量体育爱好者；“艺术之
旅”也很有市场，其内容以博物馆和艺术名城为线
索，让客人入住艺术主题酒店。

春节期间约700万人次出境游，
覆盖96个国家和地区

⬆春节
期间，一家
人在海口骑
楼老街合影
留念。

2月10日，万宁日月湾，游客在海边搭帐篷休息。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市民游客
参观海南岛国际
艺术生活展，体
验黎藤编织艺
术。

⬆2 月 9
日，琼海市嘉
积镇北仍村，
家庭游其乐
融融。

⬆2月6日，海
口西海岸，游客享
受海上运动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