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假期全国
发送旅客1.24亿人次

端午假期三天
（6月12日至6月14日）

铁路、公路、水运、民航
共发送旅客

比去年同期日均

增长 52.5%

铁路发送旅客

3167.2万人次

公路发送旅客
8635万人次

水路发送旅客

169.4万人次

民航发送旅客

371万人次

1.24亿人次

日均

4123.2万人次

比2019年同期日均

下降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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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核心商圈，数字人民币正逐
渐扩大应用场景和范围。

记者在上海朱家角古镇看到，商
家货品琳琅满目，粽子店、小吃店、文
创店等不少店前贴上了支持数字人
民币支付的标识。

数字人民币在给消费者带来便
捷高效的支付体验同时，也为商家带
来了更低成本的结算方式，不仅资金
可实时到账，还免手续费。

不知不觉中，数字人民币的使用
场景正向生活百态延伸。此次试点

活动中，不少景区成为数字人民
币推广使用的场景之一。

圆明园是北京市首批支持
数字人民币消费的 5A 级景
区。今年端午节，正值圆明园的

“数字人民币游园会”活动期间。游
客不仅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在圆明
园景区内购买门票、文创用品、特色
商品等，还可以通过互动游戏问答等
方式了解数字人民币相关知识，赢取
精美礼品。

而在上海市青浦区的淀山湖畔，
数字人民币同水上运动结合在一
起。在上海美帆游艇俱乐部内，数字
人民币逐渐成为运动爱好者的支付
新选择。从餐饮到设备租赁，处处可
见数字人民币支付标识。

为了满足境外来华人士的支付
需求，北京本轮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
增加了外币兑换服务。

记者了解到，本轮试点活动中，中
国银行北京分行推出了数字人民币自

助兑换机，支持使用人民币、美元、欧
元、日元等十余种货币现金在兑换机
上兑换数字人民币定额可视芯片钱
包。这种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不仅适
合老人等不擅于使用手机的群体，更
可方便境外来华人士使用。

目前，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现金
智能柜台，可支持数字人民币兑换服务，
人工柜台更能支持26种外币兑换业务。

专家认为，数字人民币试点的
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将加快数字
人民币在大众生活的普及推广，为
数字人民币将来在小额零售高频的
业务场景大面积推广积累丰富的运
行经验。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
者吴雨 王晓洁 有之炘）

关注端午小长假

民生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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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3天小长假，从游、到吃、到玩——

好 好好生活，就是安康

青青夏意，艾叶
飘香。

古人过端午，有
祛除邪祟、祈求平安
之意。今人过端午，
出游逛吃、品味文化。

今古时异，人们
互道的却是相同的
“端午安康”。3天小
长假，从游、到吃、到
玩，好好珍惜生活，就
是最大的安康。

来 自 各
大旅游企业的

信息显示，端午小
长假，国内旅游市场

持续向好，居民出游意
愿依旧强烈。14日端午节，

全国铁路迎来出行客流高峰，预计

发送旅客110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
车999列。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的数据显
示，端午出游预订与清明基本持平。
甘肃兰州、新疆伊犁、福建泉州、海南
万宁和青海海西的预订量超2019年
1倍以上，不扎堆的甘肃、青海、新疆

成了端午最“潮”目的地。
进入6月，西北地区开启“年度最

美秀”。伊犁的薰衣草进入最美的时
候，喀纳斯的金莲花也进入盛开期，伊
犁和阿勒泰端午期间在去哪儿平台的
预订量与2019年相比增长2.5倍。除
了新疆，青海海西看茶卡盐湖的预订

量也增长了2倍多。
“后浪”们日益成为旅游新力量。来

自飞猪的统计显示，端午出游近7成是
“90后”；“00后”端午旅游预订量同比上
涨超120%，在各年龄段中增速排名第
一。青海俄博梁“火星营地”、游轮剧本
杀、夜游等小众旅游体验快速走红。

又是一年端午时，又到一年粽飘
香。对“吃货”而言，吃粽子是端午不
可错过的“重头戏”。

打开京东App不难发现，已经没有
什么可以阻挡“吃货”们把任何东西放进粽
子里了——辣白菜五花肉、意式肉酱、广式

腊肠、茉莉芝心、紫米八宝、藤椒牛肉、鲍鱼
松露、松茸松露、榴莲、雪龙、菌菇、鳗鱼
……只有想不到，没有吃不到。

一些奇特口味的粽子受到尝新者
的热捧，比如五芳斋三款以臭闻名的奇
特口味粽子——水果界的臭味“扛把

子”榴莲粽，同样以臭闻名的臭豆腐粽，
更有去年大热的香辣螺蛳粉粽。

只会买来吃不算本事，自己会做
才是真功夫。在广东，韶关市仁化县
就业技能培训志愿服务大队组织“粤
菜师傅”深入社区，与群众一起开展

“浓情端午·粤厨闪耀 ”包粽子活动。
“广东有非常浓厚的端午文化，各

地粽子形状和口味都有所不同。”“粤
菜师傅”陈勇现场展示传统咸肉粽的
制作方法，所有制作材料均来自当地
乡村，蒸好的粽子香气袭人。

号角长鸣，鼓乐阵阵……11日上
午，庄重、古朴的开场乐舞《英魂流芳》
拉开了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序幕。

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秭归县，来自
海峡两岸的嘉宾、屈氏后裔和当地民
众，为了共同的节日聚到了一起。大家
一同献上兰草，祭奠屈原爱国之情。

屈原的精神流芳百世，端午的意
义也更加深远。

“听着鼓点用力划！”“船身要直！”

在北京世园公园，第十三届北京端午
文化节暨“妫水农耕·世园杯”端午群
众龙舟大赛在小长假期间举行。

诵读红色经典、举行端午诗会、举
办文艺演出、体验民俗文化……在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各
地还以端午节为契机，深入开展“永远
跟党走”主题文化活动。

“这是用糖画的龙，又好吃又好
看。”“这是用草编的蜻蜓，好可爱。”6月

12日上午，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
源头村文化广场上，“寻找村宝、唱响村
歌、齐秀村艺”端午民俗文化艺术节火
热开展，糖画、盆栽、捏面人、书法、国
画、古酒酿制……各种手艺人端午齐
聚，给群众带来了一场民俗文化盛宴。

“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最早提出
者是谁？”“我知道，是蔡和森。”活动现
场设置的党史知识长廊成为最受群众
欢迎的地方之一。“端午假期第一天，

不仅让小孩感受到端午民俗的魅力，
答对党史题目还能拿纪念品，真是太
有意义了。”专程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
杨明兴奋地说。

吃一口粽子回香，道一声端午安
康。美好的习俗一直都在，美好的生
活也一定长长久久。端午，愿所有美
好接“粽”而来。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
者樊曦 王雨萧 周圆）

“预约旅游”
渐成“新风尚”

这个端午节假期，各地文化和旅游系统落
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执行预约游览、
规范佩戴口罩、体温测量等措施，加强通风消毒
管理，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推出亲子DIY包粽子、
免费系五彩绳等活动，开放星光夜场，在阴雨天
气下仍然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据公园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多个假期接待游客量较2019年
同期均有所增长，实行游客实名制购票预约入
园，并对当天入园游客及馆内游客密度进行实
时监控及限流管控。

据艾媒咨询日前发布的《2021中国景区门
票预约服务专题研究报告》，随着疫情后“限流、
预约、错峰”等措施的开展，作为主要参考指标
之一的门票线上化率已提升至22.4%。

超八成受访者表示知晓“景区门票预约”这
一概念，并有七成以上受访者对景区门票预约
制的推行持乐观态度。针对景区门票预约服务
水平，有45.2%受访者体验到“提前限流，不需
要排队”，有42.1%受访者认为可以“提前了解
确定行程”，有41.9%认为能够“提前知晓景区
信息”。由此可见，预约旅游不仅是有效的防疫
手段，也方便游客更合理规划行程。

更早探索预约旅游的景区，则更早尝到了“科
技加持”的甜头。故宫博物院保卫处票务科科长邓
宇介绍，在2015年故宫全面实行预约旅游，游客
总量非但没有下降，平均每年还有10%至15%的
客流增长。预约制有效起到了“削峰填谷”作用，防
止客流短时聚集，改善了游客的游玩体验。

业界也日益认同预约旅游是景区精细化运营
的重要途径。美团门票度假事业部总经理刘燕翔
指出：“今年‘五一’期间，美团游客留下的评价数据
同比增长超过55%。这些评价对景区的运营提升
非常有帮助，让我们知道哪些做得好的地方可以做
得更好，哪些做得不好的地方需要改善。”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总经理李绍君对预约旅
游带给景区数字化转型的助力感受颇深：“景区
淡旺季非常不平衡，旺季很旺，淡季却‘吃不
饱’，实行预约旅游后，景区可以动态掌握园内
游客的变化趋势，提升游客游玩体验的同时，对
景区内服务资源的调度也更加合理了。”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十四五”文化
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推进预约、错峰、限
量常态化技术研究，研发自主预约、智能游览、
线上互动、资讯共享、安全防控等一体化服务和
用户智能管理的综合平台，开展基于大数据、人
工智能的旅游“智慧大脑”应用示范。

专家分析，当前国内旅游者消费升级意识
明显，不断推动旅游市场持续高质量发展。如
何让预约旅游更好服务百姓、激发市场主体能
动性，相关工作还需要不断积极探索完善。

文化和旅游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信宏业认为，
分时预约是避免景区人满为患、实现精准化管理的
有效手段。但在落地执行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游客
感受和现实因素，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把分时预
约变成“横”在景区和游客之间一道新的“鸿沟”。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建议，景区、互联网平台携
手提供服务，要充分考虑预约旅游后的全流程管
理，比如预约入口的便利性和信息的准确性等。

“我国已经进入小众、高端、长距离、精细化
的旅游需求阶段，未来的预约旅游，将探索符合
精细化旅游服务的预约旅游制度。”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戴学锋说。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记者余俊杰 陈爱平）

一看游 中短途旅游成主力，不扎堆的地方才最“潮”

“粽”情假日 数字人民币“花”样多

二看吃 “粽”情唇齿之间，品味香气袭人

三看玩 文化活动寓意深远、异彩纷呈

6 月 14 日，
屈原故里湖北省
宜昌市秭归县在
三峡大坝前秭归
县水域举行龙舟
赛，欢庆传统节日
端午节。图为参
与竞渡的龙舟在
比赛中。

新华社发（王
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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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日期间，北
京和上海不少抽中数
字人民币红包的“幸运
儿”们开启了“买买买”
的愉悦体验。丰富的
数字人民币消费场景，
叠加部分商家的端午
节营销，为假日消费添
活力。

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傍晚，北京
霄云路附近的一条美食街十分热
闹，美食街内的数字人民币体验区
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红包中签者陶
斯禹在这里开启了首次数字人民币
消费之旅。

“2月北京派发的数字人民币红
包我没有中签，很遗憾。这次收到中

签信息，我第一时间邀请好友一起分
享喜悦。”陶斯禹一边说着，一边用数
字人民币支付账单。

在北京，从上一轮5万份数字人
民币红包到这一轮已达到20万份，红
包线下使用的范围也拓展至北京多个
地区、近2000家商户。

“为了让更多百姓了解数字人民

币，我们在赛特奥特莱斯、欢乐谷、京
客隆旗下商超等设立了数字人民币的
咨询点，为市民解答数字人民币消费
中的疑问。”北京朝阳区金融办相关负
责人表示。

在端午假日感受数字人民币支付
新奇体验的不只是北京市民，上海也
在假日来临前发放了35万份数字人

民币红包。
东华大学的学生小丁告诉记者，

他与两位室友预约参与数字人民币红
包活动，三个人竟然都中签了。“今年
端午节期间，不少百货公司针对数字
人民币推出优惠活动，我发现很多人
结账时都会询问使用数字人民币能
否打折。”小丁说。

端午假日，感受数字人民币支付的新奇

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正向生活百态延伸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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