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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山东”荣获“年
度旅游传播口号奖”

由黑龙江省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办的“冰雪之冠·畅爽
龙江”2017黑龙江冬季旅游推
介会成功举办，推介会上推
出全新的冬季旅游十大主题
产品，邀请游客赴黑龙江，体
验别样的冰雪之旅，来一场
冰雪之约。

十大主题分别为：专业
冰雪运动赛事、非专业冰雪
体验娱乐活动、冰雪景观、林
海雪原穿越、冬季狩猎、冬季
温泉、北极和东极地理、冰雪
游学、冰雪文化艺术、界江界
河体验及出境游。

沈阳推介会最大的亮点
是“发现快乐的冰雪”龙江冰
雪旅游内容原创互联网征集
活动。北京推介会上，举行

“冰雪礼物”的发布和《冰雪的
游戏》大型电视冰雪真人秀栏
目开机仪式。 记者 史大玮

今冬来龙江体验
十大冰雪主题游

吸引中国游客 奢侈品购物很重要济宁乡村旅游美食节
在邹城三仙山举办

11 月 25 日，第二届济宁
乡村旅游美食节在邹城市三
仙山景区拉开帷幕。济宁市旅
发委副主任郑庆军、邹城市副
市长吴婧出席活动并讲话。

吴婧在致辞中指出，近年
来邹城市深入实施文旅兴市
战略，倾力打造“孟子修学游”

“邹东深呼吸”两大旅游品牌，
A 级景区创建、产品业态创
新、立体化营销和旅游要素提
升等工作取得新突破。

郑庆军在讲话中强调，本
届济宁乡村旅游美食节的举
办，将进一步汇聚特色旅游餐
饮文化，繁荣旅游餐饮市场，
提升“济宁乡村旅游美食节”
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记者 史大玮

寻觅冬季旅游绝佳胜地

近日，在海南举办的第
二届博鳌国际旅游传播论坛
上，山东省著名旅游品牌“好
客山东”荣获“年度旅游传播
口号奖”，作为山东旅游景区
典范的台儿庄古城荣获“年
度旅游目的地声誉奖”。

据悉，此次由中国传媒
大学广告学院、海南省旅游
发展委员会及琼海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博鳌国
际旅游传播论坛，聚焦对我
国旅游行业产生影响的优秀
创意，发掘有价值的旅游传
播案例，以更加开阔的视野
研判旅游传播的趋势和走
向，以传播的力量推动中国
旅游行业的发展。

据了解，“好客山东”是山
东省重点打造的旅游品牌，台
儿庄古城积极参与“好客山
东”品牌建设活动。在2017年举
办的“好客山东贺年会”活动
中，台儿庄古城提出“打造北
方第一大年”的宣传口号，进
一步丰富和提升了“好客山
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台儿庄古城是枣庄市旅
游业的龙头企业，是山东省旅
游新名片，齐鲁文化新地标。
先后被授予“全国旅游秩序最
佳景区”、“全国旅游系统先进
集体”、“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
单位”等荣誉称号。今年，台儿
庄古城成功荣获山东省首批
厚道鲁商上榜品牌，获得华东
人气景区一等奖，位居中国古
村落古镇品牌影响力第三名，
成为中国古城建设保护和文
化传承的典范。

记者 史大玮

□记者 史大玮

近日，2017年世界旅游交易
会(伦敦)召开，同时，世界旅游城
市联合会“中国旅游市场发展论
坛”在伦敦举办并发布了《世界旅
游经济趋势报告(2018)》，并邀请
联合会专家、会员代表探讨了世

界旅游发展趋势下的中国市场特
点。

根据数据分析，中国游客无
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特性上都已
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分析得出，与
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签证政策
的放宽有关，各国人民的旅游习
惯都是先去往自己临近的国家，

然后再去更远的地方，所以日本、
韩国等中国邻国都见证了中国游
客数量的显著增长，欧洲正在迎
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未来中
国游客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

另一结果显示，中国游客在
旅游中最显著的习惯之一就是购
物，因此他们喜欢去往有“大品
牌”的地方。“大品牌”不仅包括奢
侈品牌，还包括家喻户晓的景点，
例如伦敦塔桥、大本钟等，中国游
客喜欢去这些著名景点拍照。以
前中国人更喜欢在景点外部拍
照，现在他们越来越对景点的“内
部”感兴趣，对文化景观有了兴
趣，也越来越喜欢自由行。

值得关注的是，专家指出要
吸引中国游客，旅游产品非常重
要，特别是奢侈品的购物，是吸引
中国游客的一个关键。

□记者 史大玮

冬天到了，天气转寒，
草木垂败，很多知名景点失
去了往日的活力，来到一年
中旅游最淡的季节。这个时
间，很多人会选择去南方躲
避寒冷，除了温暖的南方，
其实还有很多美丽的地方。
从灯火通明的都市，到人烟
稀少的深山老林；从广阔无
垠的大草原，到人迹罕至的
沙漠戈壁；从浩瀚大地到碧
海蓝天……祖国的大好河
山怎么看都看不厌。

新疆喀纳斯

冬天照样低调美着

图瓦人的故乡，一个古老而
神秘的人间仙境。喀纳斯湖的水
怪到底有没有抓住？到底是水怪
还是哲罗蛙？一切的一切，成功地
困扰和吸引了很多人。这些答案
我们虽不得而知，但这不妨碍我
们去这个人间仙境探寻一番。天
空白云如洗，在清晨的薄雾环绕
中，骑上一匹快马，去看月亮湾的
新月倒映着蓝天。或是在登鱼亭
上什么都不做，闲看飞鸟雪山。如
果可以，再去拜访一下“云间部
落”中的图瓦人，聆听淹没在千年
历史间的古老神话吧。

PS：前往喀纳斯旅行时，需要
在白哈巴办理边防证。购买手串
或者纪念品时要注意新疆的计量
单位是公斤，要做好单位换算。

河南郭亮村

太行山间的翡翠明珠

诗仙李白曾道：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其实，不只蜀道难登，郭
亮村的天梯也难走。山高路险，绝
壁陡峭，是郭亮村的真实写照，也
使得它长久以来与世隔绝。直到
村中有12壮士以血肉之躯在崖间
凿开一条长廊，郭亮这个小村庄
才真正走向世人。穿行于狭窄的
峭壁间，一路270度的大转弯，让人
恍若置身于卡丁车游戏中，着实
吓煞人焉。冬日里郭亮村的美自
是不必多说，烟雾迷蒙，走上羊肠
小道，捡上一两粒掉在石梯上的

山核桃，在喊泉边放声高呼，然后
坐上景交惊叫着穿梭于山间，一
定让人觉得不枉此行。

PS：山中温度比郑州市区低十
几摄氏度，备好保暖衣物及雨具。
倘若要住宿，寻找正规民宿，周末
住宿翻倍，尽量避开周末前往。

台湾六十石山

开在舌尖上的金银花

远处歌声在回响，金色的阳
光洒遍山间。六十石山就那样在
晨曦与霞光间安静的坐落在太阳
的故乡花莲县中。那个美丽的小
山谷，被青山白云环绕，满山遍野
的忘忧草在风中摇曳，仿佛情人
间的呢喃；也许还有茶香，从那远
处的幽径中袭来，岁月静好。倘若
在冬季，金针花已经凋谢，六十石
山仍不会叫人失望，不如爬上山
去，看一次震撼心灵的耶稣光，在
小瑞士观景台拍一次日落，纵观
整个花东纵谷，然后享受一次金
针花大餐，倾听台式的山间故事。

PS：耶稣光在晴朗的天气中三
点至五点左右出现的几率较大。

吉林魔界

穿越梦境中的皑皑雪岭

吉林最美的冬日在长白山，
而长白山的美景在魔界。听到魔
界这个词，大多数电影迷们也许
会联想到电影《魔戒》中阴森的场
景，其实不然，长白山脚下这块被

摄影师们称作魔界的地方，是一
个很有吸引力的美丽地方。魔界
一带多枯树，又常年不冻。当气温
低于零下20度时就会升腾出雾凇
来妆点河中的枯树。火树银花，一
切的一切都笼罩于薄雾中若隐若
现，让人恍若置身于远古的魔幻
世界中。

PS：魔界景美，拍摄时要注意
相机保暖。

丙中洛

怒江边的香格里拉

据说，丙中洛才是最原始的
香格里拉。她坐落于怒江、澜沧
江、金沙江这三江并流的核心区
域，是个一步一景的好地方。怒江
从北部的秋那桶深谷进入丙中
洛，再从南边一直到大拉，蜿蜒曲
折，形成“怒江第一弯”。一路气势
磅礴，风景如画，往来于江河东西
间，一定要来一次泛舟青山间，溜
索过怒江的冒险；如果幸运，冬日
信步于丙中洛景区，还能看到霜
雪中桃花开遍的美景，定是不枉
此行。

PS：丙中洛交通不便，多山路，
备好晕车贴，量力而行。丙中洛景
区晚上10点以后是不收费的。

宁夏贺兰山

冰瀑之上嬉戏

冰天雪地中的贺兰山，比平
日里多了一份硬朗与坚强。不同

于夏日的草木葱郁，冬日的贺
兰山沟中风雪将一切都裹上
了一层银白。最有味道的要
数大寺沟了。大雪已至，沟内
冰雪覆盖。鞠一捧白雪，感受
生命的脉络在其间跳动，看
远处凝固了的瀑布倒挂于
天地间，纯洁，剔透。裹上棉
衣，远离城市的喧嚣，打一
场雪仗，在冰上来一次舞

蹈，从冰瀑上端进行冲瀑，细细
观察阳光下的满目晶莹，如丝如
帛，妙趣横生。

PS：山中较阴冷，注意保暖。

广东海陵岛

十里银沙半边海

那个曾经被称为螺岛的地
方，因南宋英雄张世杰兵败覆舟
溺死并葬于岛中而更名为海陵
岛。岛上十里银滩连接着翻涌的
海水，在风中送来一个又一个故
事，神奇而又美妙。脱去鞋袜，踩
上细细的沙滩，海边拾贝，牵手
夕阳，没有什么比这样度过一个
冬日的下午更值得回忆的了。据
说，这里一年下不了几场雨，却
气候宜人湿润。每年“开渔节”后
踏浪捉虾更是热闹。到这里来
吧，我亲爱的少年，去寻找最古
老的故事，品尝一场海鲜盛宴，
捉一只游来的小海龟，迎上扑面
而来的海风，搭乘一只渔船，自由
航行在大海上吧。

PS：品尝海鲜时建议在正规
酒店用餐，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亚龙湾蝴蝶谷

看蝴蝶上下齐飞

20年代在中国震惊世界的一
大发现，是一只价值25万美元的
卡申夫鬼美人凤蝶。如今，别说那
些稀有物种，就连普通蝴蝶都再
难见到了。而位于亚龙湾处的蝴
蝶谷，再次给世人展现出一副蝴
蝶翩飞的画面。一条小溪贯穿山
谷，万千彩蝶在热带雨林中振翅
翩飞，穿越小桥流水，花朵丛林，
在空中留下一世斑斓。谷中集蝴
蝶生态观赏园、标本展览馆和以
蝴蝶为主题的购物中心等于一
身，使游人仿佛置身于蝴蝶的前
世今生里，流连忘返。

PS：亚龙湾—大东海—三亚
湾—西岛码头—天涯海角。

新新疆疆喀喀纳纳斯斯

台台湾湾六六十十石石山山

吉吉林林魔魔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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