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着游轮游览黄浦江， 观赏百年
外滩建筑群、 浦东摩天大楼， 并可以
在浦江两岸的 “生活秀带” 上岸漫步，
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浦江游览迎来
年内500万人次游客并创下历史新高之
际，近日上海推出全新的“班轮航线”，
为中外游客呈上更丰富的文旅体验。

中外游客数量突破历史新高， 江
上船从交通工具变为游览体验， 如今
再兼顾交通和旅游功能， 这是上海发
展全域旅游的缩影。 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 呼唤着旅游目的地以全新的
资源观、 客源观、 发展观， 推进文旅
供给侧改革。

资源观：
无处不可漫步 、 动腿更能

“走心”

上海近日全新推出的班轮航线分
为一程、 二程、 全程、 全天四种乘船
模式。 其中多程和全天模式下， 游客
可以在其中一处码头下船游览后， 按
班轮时刻表乘上后续游船前往另一处
码头， 就像乘公交车一样便利。

为何乘游船还随上随下？ “看到
如画风景， 当然想置身其中。 在班轮
模式下， 在上海各区深度游的行程安
排就有了新选择。” 23岁的游客符敏这
样说。

在浦西的金陵东路码头下船， 步
行便可到达外滩建筑群， 用手机扫码
能听读百年建筑的 “前世今生”。 在秦
皇岛路码头下船漫步滨江， 近代工业
旧址与绿树碧水相映， 人们能了解过
去的 “工业锈带” 如何变身 “生活秀

带”。 在东方明珠码头下船， 置身陆家
嘴空中步行连廊， 高耸入云的金融城
建筑群体现城市发展新高度。

“如今文旅资源观已明显不同 ：
过去旅游活动 ‘靠天 ’ ‘靠老祖宗 ’
吃饭； 在全域旅游目的地， 任何资源
都可以是旅游休闲资源。” 上海财经大
学教授何建民分析， “人们能够360度
游览目的地； 目的地吸引着游客的全
身心体验。”

客源观：
新朋即 “旧友”， “老上海”

有新乐趣

在人们的印象中， 浦江游览往往
是外国人、 各省市游客到上海的必选
项目。 有意思的是 ， 其中还有许多土
生土长的上海人家。

63岁的王纪浩 “守” 在黄浦江畔
数十年。 “以前跑到浦东看浦西建筑，
后来在外滩看浦东金融城拔地而起 。
如今船上看不够还要下船走走。” 王纪
浩带着老伴和孙子参加浦江游览后再
三感叹。 他说， 世博会和进博会的举
办， 让上海市民生活变得更好， 他们
家也爱上了 “在城市美景中漫步”。

今年以来， 上海多个文旅活动参
与人数创下新高： 1300余万人次游客
在上海参观各种老建筑、 1900万人次
游客走进沪郊乡村旅游休憩 、 2570万
人次游客参与到上海旅游节中……在
外国、 外地游客纷至沓来的同时， 越
来越多的上海市民正成为 “新客源”。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在日前举行的
2019年上海市加强全域旅游建设工作

会议上表示 ， 全域旅游的核心就是
“无障碍”。 外地、 外国游客和上海市
民是一个整体， 人们需要有温度的文
旅产品和服务。

发展观：
突破产业、 区域和时空边界

据了解 ， 2020年上海浦江游览接
待游客数预计将达600万人次， 初步建
成世界级旅游精品项目。

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市场
部杨明伟介绍， 目前浦江班轮三处码
头分布在杨浦区、 黄浦区、 浦东新区，
未来分布在上海其他城区的码头也有
望加入， 扩大 “区域联动”； 还将引入
特色演艺项目等体验， 深化 “商文旅
联动”； 并利用科技手段， 让游客能够
更加便捷地查询并购买船票 、 车票 、
景区门票， 体现 “科技+旅游联动”。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
大众对旅游的需求正在从 “有没有 ”
走向 “好不好 ”， 从 “缺不缺 ” 走向
“精不精”。 高品质的、 受百姓欢迎的
文化和旅游发展是多个产业、 跨越时
空的融合发展。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于秀芬
说， 上海发展全域旅游， 还将通过挖
掘更多中国元素 、 上海特色， 提升文
旅项目互动性和参与度， 让人们感到
“有意义 ”； 通过体制创新 ， 增加食 、
住、 行、 游、 购、 娱各领域供给， 让
人们感到 “有意思 ”； 通过在旅游咨
询 、 旅游厕所 、 旅游导览系统建设 、
打造 “上海礼物 ” 等方面精益求精 ，
让人们 “能回味”。 （据新华社）

自2020年1月1日起 ， 湖南省森林
植物园正式免费向公众开放。 据介绍，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将在传统举办的樱
花节活动的基础上， 结合园区特色和
优势， 进一步打造世界名花生态文化
节， 每季举办大型花展等市民喜闻乐
见的文化旅游活动。 同时， 湖南省森
林植物园将回归 “迁地保育、 科研科
普” 定位， 加大收集保存珍稀濒危植
物力度， 强化科研科普功能。

据悉，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自建园
以来， 先后被授予湖南省知识产权密
集型科研院所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全国科普教
育基地、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和国家重点花文化基地、 湖南省
文明单位等称号 ， 现已建成樱花园 、
杜鹃园、 木兰园、 珍稀植物园、 观赏
竹园、 桂花园、 世界名花园等15个植
物专类园， 成功举办了 “湖南世界名
花生态文化节”， 年接待入园游客超过
80万人次。 （帅才、 周勉）

■■周周末末推推荐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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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雪国列车”你想体验一
把吗？ 2019年12月23日，“呼伦贝尔号”
草原森林旅游列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海拉尔区首发。 冬季，列车将穿过千
里冰封的茫茫雪原，为渴望不一样冰雪
体验的游客带来新的出行选择。

据了解，“呼伦贝尔号”终点为满洲
里市，途经阿尔山市。 列车分为10种车
厢，其中包含列车幼儿园、风味餐厅、文
化沙龙车等，为游客提供多样选择。

沿途， 列车将经过幽静美丽的诺
干湖静谧营地、 风光旖旎的大兴安岭
和异域氛围浓厚的中俄边境 ， 旨在为
游客打造一条民族风情浓郁 、 地方特
色鲜明的旅游专线。

据列车乘务员介绍，“呼伦贝尔号”
全程运行4天， 游客可以品尝内蒙古特
色美食，体验雪地摩托、马拉爬犁等冰
雪运动项目，还可参观呼伦贝尔婚礼表
演、满洲里国门景区等。 （叶紫嫣、徐壮）

■■旅旅游游资资讯讯

草原森林旅游列车
开进呼伦贝尔雪原

4A景区湖南省森林植物园
将免费开放

既能赏冰滑雪 ， 又能听俄罗斯交
响乐， 既能体验冬捕的乐趣 ， 又能品
尝小笨鸡炖蘑菇。 作为冬季最冷的省
份， 黑龙江省今冬打破冰雪旅游同质
竞争， 以几个地市组成旅游联盟的方
式， 一体化推出 “冰天雪地 ” 旅游资
源， 让游客一次性过足 “冬味” 的瘾。

2019年7月， 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成
立由鸡西、 佳木斯、 双鸭山三个地级
市和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
单位， 共同成立了黑龙江东部湿地旅
游联盟 。 旅游联盟不仅主打大湿地 、
大界江 、 大森林 、 大冰雪等优势牌 ，
还将肃慎文化、 赫哲族文化等与冬捕、
版画、 地域特色美食民俗 、 生态旅游
深度融合， 在今冬推出了规模巨大的
冬季主题系列旅游盛宴。 （程子龙）

黑龙江集成“冰天雪地”
资源打造“冬味”旅游盛宴

约 稿【休闲生活】

或是对一个城市的深入解读，
或是对一条旅游路线的亲身体验，
或是旅途中感受的风土人情、 历史
文化、 吃喝玩乐……本栏目注重记
录旅途中的美好过程，以玩家身份
为读者旅途生活提供服务 。字数
在1000-1500字。 要求有小贴士，有
图片。

【驴友笔记】

这里不是泛泛的游记， 而是旅
途中的风光景致、 人文历史、 游历
故事所引发的情思、带来的感悟。就
像品一杯清茶，淡淡悠远。本栏目注
重旅途故事和旅途感悟的分享，为

您提供一个休憩的场所 。 字数在
600-800字内。

【美景分享】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景
点，无论是专业相机还是手机拍摄，
只要图片精美， 再精美， 标明拍摄
地，文字风格活泼生动，吸引人，都
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要求大图、
100字以内的图说。

上上海海推推出出浦浦江江游游览览““班班轮轮航航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