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也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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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出行
国内首选的目的地

□记者 史大玮

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重
阳节作为他们自己的节日，选择
与老朋友一起出游，无疑更加轻
松自在且有共同语言。避开国庆
高峰出游，可以不用和上班族

“人挤人”，也让老年人的旅游体
验更为舒适。此外，旅游产品价
格回落至平时水平，正是出游的
好时机。

“重阳节快到了，想给父母
报团旅游。”在济南市文化东路
一旅游门店里的刘经理说。在该
门店内，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

年轻人不少，子女为父母报
名成潮流。

重阳出游价降三成

“现在报名价格比之前低了
很多，天气不冷不热也合适，我们
约了经常跳广场舞的姐妹一起
报名，准备 10 月底去厦门旅游。”
市民杨女士告诉记者。据了解，接
下来的旅游市场，中老年人将是
出游主力。因此，这段时间，一些
价格优惠的线路特别受欢迎，一
般半个月的行程才 3000 多元，行
程也不累，十分适合老年人。

为父母报团成潮流

在出游的老年朋友中，除了
单位组织和自己报名外，更多的
是子女出钱为父母报团。

“平时工作忙，很少陪母亲
一起出游，这次特意休了年假，

陪母亲出来散散心。”40 多岁的
梁医生和母亲一起报名参加了
下周的张家界 5 日游。为了应对
今年重阳节期间老年人旅游市
场，一些旅行社在组团的时候，
还配备专门的医生陪同，为老年
游客提供医护服务。

“我本来挺担心爸妈出去游
玩的，怕他们身体吃不消，但是
我刚才在旅行社咨询了一个‘夕
阳红专列游’的产品，了解到他
们的行程安排配了随团的医生，
我就放心了。”市民张小姐说。

记者从家天下旅行社了解
到，目前有专门的旅行社主要做夕
阳红团，一趟专门为中老年人量身
定制的夕阳红专列，专列上配备专
职的保健医生，有专业化老年旅游
服务经验的导游团队，10 天左右
的行程，一两千元的团费，游玩过
程中也不累，累了就自己休息，十

分适合老年人结伴出行。

东南亚成出境热门

据互联网监测数据显示，泰
国、马尔代夫、日本、新加坡、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迪拜、法
国、瑞士、意大利是最受西安老
年人欢迎的出境游目的地前十
名。其中，东南亚因气候温暖、飞
行距离适中，出境短线游成银发
族深秋出境游的首选。

美景加美食，“泰国-曼谷芭
堤雅5晚6日游”、“新加坡—马来
西亚5或6日游”等旅游线路，游
客还可体验“舌尖上的东南亚”。

温泉、美食成银发首选

随着人们对旅游体验需求
的深入，老年人过重阳节的方式
也越来越“五花八门”。在遵从民俗
传统的同时，追求自身享乐成为当
下老年人出游的最大特点。途牛旅
游网调研数据显示，今年重阳节，
美食、疗养有可能取代登山成为
老年人出境最大的热门主题。

随着气温下降，来一场热
腾腾的汤泉之旅，也成为老年
人休闲放松的选择。在家门口，
以舒适休闲养生为主的温泉游
线路受到不少老年游客的青
睐。“商河温泉基地”、“威海天
沐温泉”、“海棠湾温泉康养城”
等受青睐。据了解，东南亚美食
因其饱含异国风味吸引了无数
老年游客前往品尝。

重阳节旅游价格降三成
子女为父母报团火热

旅游消费陷阱多
老年游客怎么躲？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国内旅游消费需求呈现爆发
性增长，而在人口老龄化的趋
势下，“银发一族”逐渐成为我
国旅游消费市场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据全国老龄委的一项
调查显示，2017年上半年，老年
游客出游人次同比增长达2 . 4
倍。然而，当前老年旅游消费
投诉也呈增长趋势，老年旅游
消费市场存在变相加价、“免
费旅游”藏陷阱、“老年团”名
不符实等问题。

老年游客如何保护自身
合法权益？不要以价格为导向
选择旅游产品，多关注旅游产
品的质量，选择适合自身年龄
特点、身体条件的出行线路。慎
重选择“低价团”，特别警惕“免
费游”，避免掉入旅游陷阱，给
自身带来消费安全隐患。

尽量选择有资质、有口碑
的旅行社，并签订正式的旅游
合同。在签订合同前，最好由
家人陪同，仔细阅读合同内
容，检查附加收费、行程路线、
收费项目、交通食宿安排等条
款内容是否合理后，再签字和
缴款。

出行前做足做细准备工
作，充分考虑旅游过程，特别是
高峰期可能会遇到的常见问
题，如客房紧张、交通拥堵、票
价上涨等，提前做好旅游规划。

史大玮

从2008年至今，9年时间，环
游五大洲，24个国家，看过南非
开普敦的企鹅，乘过水城威尼斯
的贡多拉游船……

让人惊叹的是，这样的环球
旅行，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所
完成的。10月8日，记者见到这位
环球旅行的主人公——— 83岁老
人易久藩，他刚刚结束俄罗斯之
行回长沙，俄罗斯是他游历的第
24个国家。

2008年第一次出国去新马泰

“2015 . 11 . 21，南非太阳城”、
“2017 . 9 . 16，莫斯科街头”，易久藩
家中堂屋的三面墙上贴着他在
世界各地游历的照片，每一张照
片上面，都标注了时间、地点，有
些照片上面还有他写的打油诗。
堂屋正中还摆了一张世界地图
和一张中国地图，上面标记着他
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和飞行距离。

易老回忆，他的第一次旅行

是在1965年，目的地是韶山，从
那之后，他爱上了旅游。60岁生
日之时，他第一次去了北京，并
制定了自己的旅行计划：走遍全
国，踏遍五大洲。此后，他平均每
年花一万元出去游走。

“第一次出国是在2008年，
跟团去的新马泰。”易老说，从此
他对环游各个国家充满了热情，
并开始了自己的环游之旅。

2015年，易老登上了布达拉
宫，完成了走遍中国的计划，随
后，他又抵达南非，实现了走遍五
大洲的梦想。家人们本以为易老
不会再出门旅行，没想到，今年9
月，他又报团飞往俄罗斯，进行为
期8天的旅行。“虽然是踏遍五大
洲、环游世界了，但是还是想去看
看最北端的俄罗斯。”易老说。

年纪挡不住看世界的心

早些年，易老也和爱人一起
出门旅游，但随着爱人身体状况

变差，易老只能和朋友一起跟团
出游。“现在我妻子还是支持我，
但是我崽有点不支持，因为我年
纪大了。”易老说，好在他身体还
行，所以有时候他会瞒着儿子出
去，直到回来才让儿子知道。

在各地旅行的过程中，易老
喜欢拍照，除了在景点留影，还
喜欢和当地人合照。“不会英语，
我就比划，当地人也很愿意和我
合影。”说起合影的趣事，易老拿
出了这次在俄罗斯拍的一张照
片，“这几个人非拉着我合影，谁
知道照完还找我要钱。”

现今，全球七大洲，易老只
剩下南极洲和南美洲还未踏及，
但他想出去已经没有早些年容
易了，不仅需要过家人这一关，
还要过旅行社那一关。“去年本
来打算去巴西，旅行社的人知道
我80多岁了，就不愿意给我报
名。”易老说，后来爱人身体也不
适，他就没再坚持巴西之行。

每次旅行结束，易老会将行
程中拍摄的照片和感想整理成光
盘。20多年来，易老去过的地方越
来越多，光盘和记录加起来已有
一百多张，旅行装备也从数码相
机、录音笔等变成了智能手机。

“老年人也一样可以有自己的追
求和梦想，要出发再老都不晚。”
易老说，年纪挡不住他要去看世界
的心，他现在还是想去巴西看一
看，“有机会还是想去。”据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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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旅游对国内的很多老
人来说有一定难度，想出门散
心不妨看看国内有哪些景点适
合老人旅游吧。

杭州西湖

“人间天堂”杭州，来到这里
需要细细品味。看朦胧烟雨，品
西湖龙井。去杭州各个公园看
看，而太子湾一年不断的花展也
是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带着爸妈
到杭州，无所谓季节，也无所谓
天气，你看杭州就像一位魔术
师，不管是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
雪，都能幻化出绝美的姿态。

桂林大圩古镇

桂林清秀的山水，最适合
长者回归大自然和放松身心；
结伴游览已有千年历史的大圩
古镇，欣赏清代徽派建筑风格
的青砖、青瓦楼房，在青石板路
大街上漫步，怀旧风十足，很适
合知性长者；桂林的农家美食
和清新空气，对久居都市的长
者都有着巨大吸引力。

厦门鼓浪屿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厦
门，一座风姿绰约的“海上花
园”，岛、礁、岩、寺、花、木相互
映衬，侨乡风情、闽台习俗、海
滨美食、异国建筑融为一体，四
季如春的气候更为海的魅力锦
上添花。带着父母或者爷爷奶
奶来厦门，在鼓浪屿上度过一
个悠闲下午，呼吸下清新的空
气，身心都可以得到放松。

湖南凤凰古城

老年人的腿脚不如年轻人
利索，休闲度假的方式是最适宜
的，而凤凰古城主要旅游玩乐是
玩水、游故居、园林居多，避免
了攀登之劳。一来可以去看看
古旧错落的吊脚楼，老城墙脚
下的旋转水车，清清淙淙的沱
江水，二来可以拿着五彩缤纷
的许愿灯，到沱江去放许愿灯，
给全家祈福平安。

北京天安门、故宫

北京，我国的首都，一座迷
人的城市。它既有古典的风韵，
又有时尚的气息，古典与时尚
相结合，别有一番风味。而天安
门更是父辈们精神上的支柱和
最牵挂向往的地方。来北京，给
那个时代的人心里烙下了最特
殊的印记。去北京天安门看望
毛主席，去故宫领略浩荡的皇
家气派，如果爸妈腿脚好的，还
可以带着他们一起爬爬长城，
有生之年做回好汉。

西安兵马俑、古城墙

如果爸妈属于对历史文化
十分感兴趣的知性派，可以带
他们游览西安。西安是一座兼
具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城市，它
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世界四
大文明古都之一，西安历史悠
久，文化积淀非常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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