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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埃及文物部7月13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有着4500多年历史的弯曲金字塔
内部墓室在修复完成后向游客开放。

弯曲金字塔位于埃及首都开罗南部约35公
里的代赫舒尔古埃及皇家墓地，是埃及第四王朝
法老萨夫罗所建，由于从底座至顶部存在两个不
同的坡度，因此被称为弯曲金字塔。

埃及文物部部长哈立德·阿纳尼在现场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萨夫罗建造的第一
座金字塔。由于坡度太陡，在修建低层部分以
后金字塔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因此不得不要
求工匠中途改变坡度以避免坍塌。他说：“弯曲
金字塔反映出古埃及金字塔修建历史上一次重
要的转变，即从阶梯金字塔转向了外表光滑的
金字塔。”

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埃及文物部还宣布
埃及考古队发掘出一堵长约60米的埃及中王国
时期的城墙遗迹，以及一批石制、泥制和木制棺
椁，其中一些棺椁中的木乃伊仍保存完好。

近年来，为重振旅游业，埃及政府增加考古
投入，考古成果不断。今年以来，在卢克索、索哈
杰等重要遗址地相继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一批文
物古迹首次向游客开放。 （李辑）

埃及弯曲金字塔
向游客开放

近期中国旅游研究
院对 657 家旅游企
业所做的调查显示

72.99%的旅游企业
提供的夜游产品品
类在30%以下

79.24%的旅游企业
夜游产品收入不足

30%

夜游产品供给在数
量和质量上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

据《法制日报》报道，暑期来临，带娃乘船出
行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
保障中心特别提醒，家长和孩子们在乘船前要仔
细观察所乘船只，达不到“四要看”要求的船只不
要乘坐。

一要看有没有船名。船名一般在船体两侧的
显眼位置，或者在驾驶舱的顶部或侧面。没有船
名的船不能坐。

二要看船舶的乘客定额。船舶乘客定额牌
通常放置在上船梯道顶部或者进客舱门口的
位置，也有些小型客（渡）船将其置于客舱里面
靠近驾驶舱的舱壁上。家长带孩子登船时，要
估计或询问一下乘客人数有没有超过定额
数。没有标注定额数或乘客数已超过定额数
的船不能坐。

三要看船舶在水面上的高度。船舶在靠近水
面的地方，会用两种不同的油漆颜色明显标示出
船舶的载重线，如果这条线在水面以下，或者看不
到不同的颜色线，说明这艘船已超载。超载的船
不能坐。

四要看有没有安全设备。安全设备完备的
船只，会在明显的地方设置有救生圈、救生衣、
灭火器等安全设备。上船后，家长和孩子们要
找到救生衣放置的位置。没有安全设备的船不
能坐。

在确定船只符合要求后，上下船、船上活动
和遇到紧急情况时还要养成一些好习惯。交通
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提醒，上下船要按顺
序，不跑不跳，不推不挤；船上活动要文明，坐好
扶稳，轻声慢步，靠右行走；救生设备准备好，熟
悉船上的疏散路线；紧急情况听指挥，不要自作
主张跳船逃生。

暑期出游四类船不能坐
须看船名看船舶乘客定额

据《新京报》报道，7月 15日，“天下龙泉
——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斋
宫开幕。此次展品来自42家国内外文博机构，
共计833件（组）文物，以龙泉青瓷为视角阐述
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与发展，是历来关于龙泉
青瓷的展览中，展品数量最多、来源最广、产地
最繁、体现多元文化的一次展览。

展览共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千年龙泉”，
讲述龙泉窑千年来自身的发展过程，揭示其得
以影响世界的内因，展品以龙泉青瓷各时期的
代表性器物为主；第二单元“国家公器”，展现龙
泉青瓷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官府的深刻联系，展
品以故宫收藏的清宫旧藏龙泉青瓷为主，辅以
龙泉窑遗址等地考古出土的龙泉青瓷标本，是
高品质龙泉青瓷的集体亮相；第三单元“风行天
下”，展示龙泉青瓷在中国境内和世界各地的行
销和输出情况，展品既包括墓葬、窖藏、仓库、港
口、沉船等海内外重要遗址遗迹出土的龙泉青
瓷，也包括伊朗、日本等国家主要博物馆收藏的
传世龙泉窑瓷器精品；第四单元“交融辉映”，展
示国内外各窑场模仿烧造的龙泉青瓷，包括福
建、广东、江西等地国内窑场，也有伊朗、日本、
英国、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仿烧的青釉瓷
器，勾勒出龙泉青瓷生产技术传播、互鉴发展的
轨迹。

展览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于7月15
日至 10月 20日在故宫博物院斋宫、景仁宫举
行，观众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免费参观；第二阶段
将于11月15日至2020年2月16日在浙江省博
物馆举行。

全球龙泉青瓷精品
齐聚故宫
展览时间为7月15日至10月20日

我省推动旅游与金融业融合发展

“惠”游海南 说走就走
■ 本报记者 赵优

机票满减、路线满减、酒店及景
区特惠……中国光大银行和省政府7
月正式启动“魅力海南旅游节”，游客
可享受更加个性化、场景化服务；三
亚市政府也于7月初发布了《“金融+
旅游”助力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实施意见》，提出了“金融+旅游”13
条措施。

今年入夏以来，海南从政府主管
部门到涉旅企业均动作频频——“走
出去”宣传推介、“请进来”打折惠客，
希冀通过多样系列活动搅热夏季旅
游市场。今年旅游业界中，多了金融
机构的身影。旅游和金融产业的融
合，不仅有助于拉动海南旅游消费，
也将有助于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

为游客带来优惠与便利
正值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等类

型出游逐渐升温。光大银行信用卡
中心总经理刘瑜晓认为，海南有底
气、有实力发展暑期旅游市场，“海南
岛四面环海亲水便捷，中部森林覆盖
率高，夏季消暑有基础，且夏季旅游
消费产品更具性价比。”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每年7
月至10月的魅力海南旅游节中，光
大银行信用卡中心联合中青旅、途
牛、飞常准、一嗨租车、滴滴及120家
海南酒店、40家海南景点、200家海
南特色餐饮等近400家合作企业，打
造“惠行海南、畅游海南、嗨购海南、
舌尖海南、别样海南”五大板块多样
化服务体系。

“过去都说‘一卡在手，说走就
走’，现在我们不光提供说走就走的
服务，还打通吃、住、行、游、购、娱等
六大旅游要素，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
化、场景化服务。”刘瑜晓介绍，在魅
力旅游节期间，游客可享机票满减、
机场尊享权益、中青旅海南路线满
减、酒店及景区特惠、离岛免税嗨购
等优惠活动。

搭建平台助力产业发展
金融与旅游的牵手愈发紧密。

针对海南国际旅游产业发展的需求，
海南银行创新采用银行保函形式，为
游艇服务公司代理入境游艇海关付
税保函，并推出“南海旅游乐享卡”等

普惠广大游客的金融产品，助力海南
特色旅游产业发展；今年3月举行的
蜈支洲岛杯2019环海南岛大帆船赛
也得到了海南农信社的鼎力支持，多

年来，海南农信社为分界洲岛旅游
区、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呀诺达
雨林文化旅游区提供信贷资金支持，
助推景区健康发展……

7 月 3 日，三亚市政府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了《“金融+旅游”
助力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实施意见》，分别从夯实金融基础
设施建设、强化旅游产业金融支
持、创新旅游消费金融产品等角度
提出了“金融+旅游”13条措施，旨
在推动金融和旅游产业融合，加快
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核心功能
区建设。

在三亚市旅文局副局长叶凯中
看来，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对于金融服务有巨大的需求。“孵化
文旅产业新业态，需要金融服务支
持，健全旅游保险体系，需要金融服
务多元化。”叶凯中表示，除此之外，
提升高端旅游消费水平，进一步释
放旅游消费潜力，需要不断创新旅
游消费信贷服务方式，提升游客消
费能力。与此同时，营造国际化旅
游消费环境，也涉及到外币兑换、交
易支付等一系列金融活动，这就对
金融服务提出了国际化、便利化的
高要求。

■ 赵一静

自今年3月14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
布夜间旅游系列成果以来，夜间旅游引
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夜间旅游是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需求新潜力、供给新
动能。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专项调
查数据表明，当前游客夜间旅游参与度
高、消费旺，九成左右游客有夜间体验的
经历，夜间旅游已经完成了从自发探索
到局部自醒，正在走向发展自觉。

正朝着“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世界一
流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迈进的海
南，发展夜游正当其时。首先，海南应从
思想上重视夜间旅游，从实践上加强政策
协调，瞄准夜游消费“黄金四小时”。科学
完善的夜间旅游发展规划和夜游产品体
系是海南发展夜间旅游的重要前提。要
让来海南的游客，夜晚有的玩、玩得好。
夜游不仅仅是灯光秀和夜市，还可以更丰
富。比如韩国的“贞洞夜行”，以夜史、夜
景、夜路、夜说、夜食、夜花等6大夜游内容
再现首尔近现代文化，这一模式迅速推广
至韩国二十多个大中城市。

海南还应考虑树立文化夜游节事
品牌，深化夜游产业链。夜间旅游发展
大多始于完善城市照明体系，延长交通
设施、商业机构营业时间，再通过高吸
引力的文化艺术庆典、强号召力的音乐
节、狂欢节、啤酒节、烟花节等引起注目，
高频多样、优质的夜游产品引导居民和
游客适应并向往夜间出游。在借鉴国内
外成功经验的同时，海南也应与本土文
化相结合，展现本土创意，获取居民认同
感，同时增强游客的异地融入感。像哈
尔滨冰雪节、自贡灯会和浏阳花炮节等
已形成特色产业，在国际上享誉盛名。
自贡灯会带动了彩灯业的创新发展，彩
灯和技术人才输出海外，以灯为媒打造
的夜游产品推进了自贡产业转型升级；
哈尔滨冰雪节的采冰业创造了2万多个
工作岗位，填补了当地农民冬季收入的
空白。夜游项目与目的地文化和优势资
源的深度结合，能推进特色产业的发展，
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模式。

（作者为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
项目组、课题组负责人）

搭好小帐篷和铺盖卷儿，伴着身
边游来游去的鱼儿入眠……在三亚·
亚特兰蒂斯推出的夏令营产品中，最
不可错过的就是“夜宿水族馆”。

“夜宿水族馆是我们依靠强大
的产品力，为孩子们打造的亲海之
旅，希望让孩子们更加贴近和了解
海洋，收获一场特别的旅程。”三
亚·亚特兰蒂斯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大型原创驻场秀“C 秀”以及

“夜宿水族馆”的夏令营，三亚·亚

特兰蒂斯的水世界也将开启夜场及
烟花秀，沉浸式游乐互动体验展《全球
奇幻旅行》开放至晚上9时，今年暑期
夜游产品可谓精彩纷呈。

同样热闹的，还有南湾猴岛二期
呆呆岛。“在这样一个安静美丽的海滩
露营，是令人很享受的独特体验。”来
自山西的游客张佳带着孩子前来度
假，选择夜宿海岛。除了这样的家庭
亲子游客，呆呆岛露营产品也受到同
学聚会、公司团建等青睐。他们做沙

滩游戏、去海边抓螃蟹，十分惬意。“呆
呆岛露营是游客满意度最高的产品，去
年以来，100人以上的团队已超过70
期。”海南陵水猴岛旅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符鹤飞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三亚千古情景区驻场演出、三亚
水稻国家公园的《田野狂欢》山水实
景演出、24小时开放园区的三亚海
昌梦幻不夜城，全天候制造不同的惊
喜点……夜间旅游，正有力推动我省
旅游消费升级。

丰富夜间旅游产品，拓展旅游消费空间

海南夜缤纷 夏日乐无眠
■ 本报记者 赵优

海南发展夜游
正当其时

海岛露营、深夜食
堂、精彩演出、乘船夜游
……为了延长游客驻留
时间、提高过夜率，我省
各市县各景区纷纷推出
多种形式的夜间旅游产
品。夜间旅游产品日渐
丰富，更好地满足了市
民和游客夜间消费需
求，进一步拓展了旅游
消费空间。

夜游经济作为一种
新的文旅业态，正成为
优化文化旅游产业结
构、挖掘增量消费市场
空间的重头戏。

如何利用夜游讲好海南故事，如
何将夜游从“亮化”到“美化”再到“文
化”逐步提质升级，也成为业内探讨
的重要课题。

7月13日晚，省博物馆游人如织，
欢乐满场。当天，首届南溟动漫节火
热开幕。这场主题为“南溟动漫嘉年
华”的开幕活动也是难得一遇的省博
物馆夜场活动。当晚的展览展品以

“南溟子 游动漫”为主题，精选中国、

美国、日本近百年来的经典动画相关
作品达400余件，其中既有迪士尼的
《白雪公主》等众多珍贵的动画原稿，
也汇集了手冢治虫、宫崎骏等著名动
漫大师作品原稿，为动漫迷们奉献了
一个难忘的仲夏夜。

在2019海南暑期旅游推广与消费
活动中，这样的文化“大餐”还有很多。

对于文艺爱好者来说，在海岛椰
风海韵的夜晚看一场演出是不二选

择。儿童剧《托马斯&朋友们之迷失
宝藏》、话剧《威尼斯商人》、话剧《仲夏
夜之梦》、舞剧《孔子》等戏剧及舞蹈，
咪咕音乐现场海口站卫兰专场、2019
第二届中国（三亚）国际钢琴音乐周、
天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动漫作品
音乐会、郭富城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
站、海南莫扎特国际音乐会、世界经
典原版音乐剧《猫》等一系列音乐会
和演唱会也将搅热暑期夜游市场。

陵水酸粉、文昌糟粕醋、清补凉
……周末的晚上，在海口海垦花园夜
市，张佳看过琳琅满目的小吃之后，
果断对海南特色小吃“下手”，将一张
桌子摆得满满的。“夜市有各种海南
特色美食，又汇聚了各地小吃，晚上
和家人在这里逛吃逛吃，很惬意。”张
佳说。

近两年，海口致力于打造“夜市+

旅游”新模式，以“深夜食堂”展现海
南饮食文化和海口城市温度，已经成
为海口又一旅游名片。海垦花园夜
市被纳入海南省旅游电子行程管理
后，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除了夜市，每当夜幕降临，世纪
大桥、万绿园一带的海岸线华灯璀
璨，滨海大道连栋建筑的炫彩变幻，
装饰着滨海城市特有的风景。

7月12日晚，“海上看海口，夜游
海口湾”试航仪式在海口海甸三西路
的水上巴士码头举行。该观光航线
将于本月18日正式开通，乘坐的国内
外游客可以观赏海口的绚丽夜景。
全程时长80分钟的夜游海口湾航线
中，游客可听取海南历史文化讲解，
观看船上丰富多彩的演艺节目，享受
丰盛的美食，参与互动竞猜活动。

依托资源深挖夜游产品

逛吃之间感受夜海南

夜游经济渐显“文化深度”

游客在琼海市博鳌玉带滩游玩。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呆呆岛露营。
（景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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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带孩子参加省博物馆的夜
场活动。 见习记者 封烁 摄

热点 旅讯

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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