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数月的山火已经危及澳大
利亚旅游业，旅游主管部门不得不
叫停由澳知名歌手凯莉·米洛格担
纲的旅游宣传计划。

法新社13日报道，澳东南部三
个州山火蔓延数月，一路烧到一些
海边度假小镇，迫使数千名游客不
得不从海边撤离。另外，大量外国
游客取消前往澳大利亚的行程，美
国国务院也针对澳大利亚升级安全
建议，提醒游客“多加小心”。

澳大利亚山火的照片在媒体和
社交媒体广为传播，触发全球关注
与震惊。澳大利亚旅游局在林火发
生期间投放的旅游广告受到质疑，
被指时机不当。

悉尼科技大学讲师戴维·贝尔
曼说：“我们一直推销澳大利亚的清
新空气、蔚蓝天空、洁净沙滩和各类
动物。不幸的是，人们看到的是烧
焦的考拉和袋鼠。”

澳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
月的过去12个月中，超过900万人
访问澳大利亚，为当地经济贡献450
亿澳大利亚元（约合310亿美元）。

澳大利亚旅游局局长菲利帕·
哈里森说，现在就林火造成的损失
给出具体数字为时过早。不过，在
研究旅游业风险和危机管理的贝尔
曼看来，灾难适逢旅游旺季，这次的
损失应以“数十亿”计算。

随着天气条件暂时好转，火势
不再“危急”，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劝
说游客重返度假地，尤其是那些侥
幸逃过大火的地方。

旅游部长西蒙·伯明翰强调，澳
大利亚“仍然开门迎客”，指认一些
网络媒体夸大事实，致使错误信息
流传，“我呼吁那些预订或考虑来旅
游的人确保自己了解实情，不用刻
意避开（澳大利亚）而加重对旅游业
者的打击。” （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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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瓦那1月12日电 为
期3天的古巴国际美食研讨会9日
至11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
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总理曼
努埃尔·马雷罗、文化部长阿尔皮迪
奥·阿隆索等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

这一国际美食研讨会名为“古
巴味道”，由迪亚斯-卡内尔夫人利
斯·奎斯塔·佩拉萨担任组委会主
席。研讨会于2019年第一次举行，
今年是第二届。来自古巴、墨西哥、
意大利、美国和西班牙的代表参加
了今年的研讨会。

奎斯塔在研讨会上说：“古巴致

力于发展旅游业，除了美丽的海滩
和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之外，由于
数百年来各种文化的融合，古巴还
拥有丰富的传统美食。”

出席研讨会的古巴美食与旅游
业协会主席荷尔霍·孟德斯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没有精美的
食物就没有旅游业，因此我们必须
提高烹饪水平，让美食吸引更多游
客。”

旅游业是古巴第二大外汇收入
来源。据古巴官方数据，2019年古
巴接待外国游客约430万人次，较
2018年的470多万人次有所减少。

古巴举行国际美食研讨会

“对中国公民实施的7日免签
政策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中国游客到
乌兹别克斯坦旅游观光。”乌兹别克
斯坦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阿
扎莫夫近日在乌首都塔什干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为加快发展旅游业，乌兹别克
斯坦近年来取消了对许多国家公民
的签证要求。从今年开始，乌对中
国公民实施7日免签政策，被乌列
入的免签国家也因此达到86个。

阿扎莫夫说，2019年到访乌外
国游客数量达670万人次，较上年
同比增长26.4%。其中，来自免签
国家的外国游客数量增长58%。

去年初，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签署未来几年乌旅游业发展规划。
根据规划，乌政府将通过简化签证、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旅游服务
水平等多种方式，将旅游业打造成
为该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乌将争取在2025年吸引超过900
万人次的外国游客，将旅游业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17 年的
2.3%提升至2025年的5%。

阿扎莫夫说，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有7300多个文化遗迹，其中希瓦、布
哈拉、撒马尔罕拥有许多珍贵的世界
文化遗产和建筑古迹。自乌2018年

7月实施电子签证以来，抵乌中国游
客人数不断增加，2019年达5.4万人
次。随着今年免签政策的实施和两
国直飞航线的增加，预计今年访乌中
国游客有望突破10万人次。

目前，中国北京、乌鲁木齐、西
安和成都均已开通直飞塔什干的国
际航线。阿扎莫夫表示，乌国家旅
游发展委员会还将继续与中国的航
空公司合作，开辟从中国其他城市
直飞乌兹别克斯坦的航线。

阿扎莫夫说，目前乌正在实施
26个旅游投资项目，总投资额达11
亿美元，包括酒店、度假村、保健中
心和体育休闲等基础设施项目。乌
中都是丝路古国，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的旅游客源国，乌中在旅游领域
具有巨大合作潜力，对中国公民实
施的7天免签政策具有非常广阔的
市场前景。

阿扎莫夫透露，目前乌国家旅
游发展委员会正在与该国驻华大使
馆合作，为中国游客准备中文版旅
游指南。此外，丝绸之路国际旅游
大学已在撒马尔罕成立，该大学将
着重培养专业中文导游和中餐厨
师，以便为访乌中国游客打造更加
舒适的旅游体验。

新华社塔什干1月12日电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免签政策将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新华社长春1月13日电 记者
从正在举行的吉林省两会上获悉，
吉林将全力打造冰雪旅游及生态
旅游产业集群，将力争用三年左右
时间，全省各级各类滑冰场所超过
500个，滑雪场达到60座，建设吉
林·中国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试验
区。

2019年，寒地冰雪经济、避暑
休闲产业成为吉林省新增长点。
万科松花湖、北大湖、长白山滑雪
场接待人次居全国前3位。全域旅
游持续火爆，旅游业接待人次和总
收入分别增长12.5%、17.1%。

冬日的长白山，银装素裹。一

些游客为了一睹长白山冰雪奇观，
冒着风雪登山，感受攀登者的乐
趣。长白山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安
全保障，还提供了白天游山滑雪，
晚上泡温泉吃烧烤等旅游产品。
长白山景区商户王亚贤说，随着冰
雪体验项目越来越多，过去长白山
是夏天游客多，现在冬天的人数也
在变多。

冰雪旅游火起来的背后，是吉
林人不再“猫冬”，而是把西伯利亚
冷空气来临当成“冲业绩”的开始。
各大公园和景区都在打造别致冰雪
景观，各地冰雪节更是好戏连台，让
大批国内外游客流连忘返。吉林省

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杨安娣说，以往
人们都觉得东北很冷，不敢来。如
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东北赏雾凇、
观雪景、玩滑雪、泡温泉、品美食、登
雪山，这里的冬天更多的是热气腾
腾的激情和欢乐。

吉林省近日还提出“到 2022
年，全省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超过
1000万，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亿人
次”等目标，突出冰雪运动、冰雪旅
游、冰雪装备、冰雪文化以及休闲、
康养、度假、体验等，瞄准“三亿人上
冰雪”年度份额，打造自身特色，做
精冰雪产业，做足“白雪换白银”的
文章，兑现生态资源价值。

吉林发力打造冰雪高地

未来三年滑冰场所将超过500个
新华社哈尔滨1月13日电 记

者从黑龙江省“两会”上了解到，
2019年，这个省全面推进全域旅游
和文旅融合发展，全年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2.2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684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19% 和
19.6%。

目前，黑龙江省正处在旅游旺
季，童话般的“冰雪世界”成众多游
客打卡胜地。去年，黑龙江省在伊
春市举办第二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旅游产业“提质扩容”。依托
核心景区、重点旅游线路，开发冰雪
游、避暑游、森林游、湿地游、自驾游
等“冰爽系”拳头产品。设立旅游诚
信基金，规范旅行社及导游队伍建
设，优化旅游市场秩序。

黑龙江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要
高水准编制全省全域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不断完善骨干旅游线路布局，
推进四季冰雪乐园等百个重点文旅
产业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冰雪旅
游，延长冰雪产业链，持续开展“赏
冰乐雪”系列活动，加快把“冷资源”
催生为“热经济”。同时，强化旅游
基础设施配套升级，完善民宿、汽车
营地、旅游租车等配套服务。

黑龙江省:

童话般“冰雪世界”
成游客“打卡胜地”

新华社南昌1月9日电 2020
年1月10日至2月10日，全球学子
可预约免大门票游览江西省内182
家景区。

记者从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了解到，为促进冬季旅游发展，鼓
励青少年利用寒假开展游学，江西
将于2020年1月10日至2月10日

开展“云游江西·约惠寒假”活动，全
球学子可通过登录“云游江西”微信
小程序，预约免大门票游览江西省
内参与活动的4A级及以上景区。

参加此次活动的江西旅游景区
总计182家，其中，5A级旅游景区
12家、4A级旅游景区138家、5A
级乡村旅游点21家、其他景区11

家。
据介绍，学子至少需要提前1

天预约，按要求提交申请，预约成
功后，凭二维码和学生身份证件到
参加活动景区核验享受免票优惠
政策。每人每天每个景区仅限预
约1次，同一天不可重复预约同一
景区。

全球学子可免票游览江西182家景区

华夏大地 年味渐浓

图片均据新华社

澳山火逼停旅游业广告

这是1月12日在距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温杰洛村
拍摄的林火过后的景象。 新华社发

1月12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名儿童坐在雪人旁边。
莫斯科入冬以来气温异常偏高，莫斯科遭遇130多年来“最热12月”，

降雪量大幅低于往年。 新华社发

气温偏高 莫斯科冬景逊色

1月12日，重庆市黔江区解放路悬挂的迎春灯笼映红了街道。

重庆黔江：满街灯笼迎新春
1月13日，河北唐山遵化市娘娘

庄乡天方圆合作社的社员搬运蒸好
的黏饽饽。

进入农历腊月，河北唐山遵化市
农民有做黏饽饽的传统习俗。黏饽

饽以各色黏米面和成面团，包上
红豆馅，上屉蒸熟后即可食用。
黏饽饽不仅是遵化人过年的必备
美食，如今还成为当地特色产品，
通过电商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河北遵化：黏饽饽飘香迎新春

1月13日，工人在宣恩县和平
工业园一家工厂制作彩灯。

春节临近，在湖北省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近百名彩灯
制作工人加紧制作、调试大型彩灯
组，迎接新春佳节。

湖北恩施：赶制彩灯迎新春
1 月 11 日，抵达京张高铁太

子城站后，肖祯拿着雪板雪杖准
备与朋友汇合。

肖祯是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
的员工，四年前喜欢上滑雪，经常
跟朋友一起去河北崇礼的雪场。

京张高铁开通后，从北京到

崇礼的时间缩短为1小时，肖祯第一
次尝试坐高铁去滑雪。

以前拼车要根据别人时间，现在
打开手机购票乘车，时间自由，乘坐
舒适，“高铁的开通方便我去雪场多
练习，成为一个水平更高的滑雪爱好
者。”肖祯说。

北京市民：坐着高铁去滑雪

新华社长沙1月12日电 距离
中国农历新年还有两周时间，在湖
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的土家族
风格的一家民宿中，主人龙武夫妇
带着两个女儿，在自家的民宿里挂
上大红灯笼，备足年货，清扫院落，
准备迎接来“他们家”过年的客人。

龙武夫妇经营的这家民俗名叫
“镜立方”。这家民宿由7栋周边村
民的旧房子改造而成。木头屋、壁
画、刺绣、织锦等土家族元素随处可
见；庭院内，儿童游乐设施、游泳池、
茶座等一应俱全。“镜立方”经营两
年半以来，每年除夕前，客房就早早
预订一空。篝火晚会、烤糍粑、吃团
年饭等活动为不大的院落增添了浓
浓的过节气息，吸引了不少渴望体
验特色文化的外省游客，甚至还有
慕名而来的外国客人。

青山幽谷鸡蛙鸣，雾霭炊烟竹
林密。这里的“原生态”让在民宿
过年的旅客“慢”下来。他们在过
年期间住上两三天，参加活动或者
单纯发呆放松，再花上一天时间，

不急不慢地走走看看。
“客人们到这里不是来住五星

级酒店，而是来体验，来‘我们家’
一起过年，体验朴实自然、原汁原
味的生活，觉得很有趣。”龙武表
示，看到游客蹲在田间“研究”蔬菜
稻谷，对着小鸟蛤蟆激动地拍照，
摘下斗篷蓑衣摆造型，龙武常常感
到惊奇，又有几分欣慰。

“以前大家抓紧时间，到此一
游，现在逗留天数越来越长。”龙武
说，民宿是趋向个性化的旅游服务
产品，随着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
消费结构的升级，大家越来越有能
力消费，愿意消费，并追求更多元
化的度假方式。

“五号山谷”民宿负责人刘艺
也注意到这一变化。自2012年营
业以来，这家民宿以接待来张家界
度假的外国客人为主。近年来，国
内度假客人越来越多，成为主要消
费群体，“民宿为国人旅游度假提
供了一种新方式。”

来自岳阳的李先生和两位朋

友一起，白天在山谷里走走逛逛，
晚上在温暖的屋内，享受着土家族
美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畅
聊，感受慢节奏的夜间生活。

“我们以前都来过张家界，这
次来慢慢享受，休闲度假。”李先生
说，3天的行程并没有严格安排，一
切随心自在，不一定非要进景区。

民宿管家陈建霖说，春节期间
的客人不在少数，目前一半以上的
客房已经预定满，“写春联、贴‘福’
字、包饺子、糊灯笼、打糍粑……过
年期间，我们每天会举办不同的活
动。到时候，泳池、稻田、餐厅、吧
台会聚集很多人。”

丰富冬季旅游体验，如沏茶熬
汤、围炉夜话、举办大小型活动，冬
天的民宿也会宾朋满座。刘艺认
为，“在民宿消费需求扩大的今天，
品质和体验感是关键。”

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
的神奇美景，武陵源区民宿正从快
速发展步入有序化发展的轨道。
2016年 5月，张家界市旅游协会

民宿客栈分会成立。“张家界作为
老旅游区，民宿的发展需要提质升
级，融入当地文化，在丰富当地旅
游产品的同时，也让文化得到有效
的延伸。”民宿客栈分会会长陈玉
林说。

在国内的热门旅游地，民宿也
同样火爆。截至2019年6月，徽文
化的发祥地之一安徽黟县注册登
记的住宿业单位有1176家，其中
民宿745家。2019年年底，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会同7个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
导意见》，明确将乡村民宿作为乡
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
要抓手。

近年来，民宿消费主体人群已
经扩大到二、三线城市，部分受访民
宿主表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逐年
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同质化的消
费，而日益转向精神层面。

“过惯了城市里的‘朝九晚五
’，在这里找一个心灵的栖所，这也
是我们做民宿的初衷。”龙武说。

民宿里“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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