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中国版电视剧《深夜食堂》
的热播，让美食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
题。在炎炎夏日，美味的小龙虾、诱人
的特色小吃人气火爆，不少食客甚至不
惜血本打“飞的”去当地一饱口福，而

“美食+旅游”也已成为人们出游的新
时尚。

如今，传统的观光旅游模式正渐渐
退场，人们更重视出游的体验、品质与
享受，跟着美食去旅行恰好迎合了当下
年轻人的消费特点。业内人士表示，各
地美食的人气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带动
了相关酒店、交通等需求的增长，也助
推了整个旅游业的发展。

“小龙虾”吸粉无数

近年来，每到小龙虾上市季节，以
品尝龙虾为主的休闲旅游备受游客青
睐。从当前的小龙虾旅游消费情况看，
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用户
较为集中，盱眙、南京、潜江、合肥、监利
等均成为小龙虾的明星目的地。其中，
南京小龙虾“金陵鲜韵”系列拥有20多
种口味，小龙虾菜肴销售额更是占到南
京整个餐饮业销售额的 20%至 25%，
产值超过百亿元。

来自北京的李鹏告诉记者，他爱人
特别喜欢吃南京小龙虾，尽管小龙虾在
北京也有销售，但大多都是麻辣味，不
像南京有多种吃法，所以他们会在一个
夏天里多次去南京开启美味小龙虾的
美食之旅。

除了舌尖上的诱惑，热闹的节庆活
动也让小龙虾产地人气飙升。以盱眙
龙虾节为例，每年一次的“龙虾狂欢”已
经持续 16 年，龙虾节的火爆为盱眙旅
游提供了绝佳的机遇，文化、山水、龙虾
已成为盱眙的名片。

每年龙虾节期间，很多热衷于龙虾
的人都会远赴盱眙，其中上海、北京等
地游客最多，淮安相关的酒店、机票都
十分抢手。“趁着龙虾节与朋友一起到
盱眙游玩，逛逛景点，再大吃一顿龙虾，
特别爽。”来自上海的李女士说。

盱眙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
在长三角地区，只要提到吃龙虾，大多
数人都会想到盱眙，“到盱眙吃龙虾、看
山水”已经深入人心。农业部近日发布
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17）》

显示，2016年我国小龙虾经济总产值达
1466.10 亿元，带动近 500 万人就业。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小龙虾生产
国。在整个小龙虾产业链中，餐饮、节
庆文化、休闲体验等服务业逐渐火热。

特色小吃抓住游客心

除了小龙虾，成都、武汉、长沙、开
封、西安、重庆、广州等地特色小吃也在
夏季俘获了不少游客的心，凉皮、烤串、
臭豆腐等美食成了游客们旅途中的
最爱。

每到夜晚，华灯初上，在河南开封
马道街小吃一条街上，很多外地游客慕
名而来寻找美食。这里不仅有小笼包、
凉粉、花生糕等当地特色美食，还吸引
来天津麻花、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新
疆烤羊肉等众多外地小吃。

在北京工作的王鹏是一名旅游爱
好者，一直就想找机会带着家人去开封
转一转。不仅因为王鹏曾经在那里上
过学，更是因为开封第一楼小笼包和鲤
鱼焙面常让他魂牵梦绕。“去年夏天，借
着毕业十周年同学聚会的机会，我终于

带着家人圆了回去品尝美食的梦想。
老婆回来说，北京到开封通了高铁，下
次要专门坐火车去吃小吃，她也因为那
里的小吃喜欢上了开封这座城市。”王
鹏说。

从事导游工作的杜光告诉记者，现
在的游客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的
理由也越来越简单。他们中的不少人，
可以为了一碗面来山西，也可以为了一
锅猪肉炖粉条去东北，更有甚者，可以
为了喝一杯纯正的咖啡飞到伦敦或者
巴黎。

专家表示，在“吃、住、行、游、购、
娱”中，“吃”排在首位，去外地旅游品尝
当地特色小吃已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
新选择。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在出行
游客中，近 30%的用户会将美食作为
出游的第一要素，60%的用户认为美食
在旅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用餐不文明现象仍存在

随着各地小吃街游客的激增，一些
用餐不文明行为也在上演。日前，记者
来到已经开市的开封马道街夜市，百余

米的小吃街，已经聚集了大量游客，道
路两侧各种美食摊位忙活着大声招揽
食客，人行道上不少游客正在进餐。记
者注意到，为了保持良好的就餐环境，
很多摊位都在餐桌旁准备了垃圾桶，方
便顾客投放垃圾，但是仍有游客不自
觉地将垃圾随意丢弃。

与此同时，插队现象也时有发生。
“老板，这边也来一份。”一名刚来的游
客不顾眼前排的整齐的队伍，径直走到
队伍最前面点餐。看到有人插队，整个
队伍也躁动起来，不少人也涌到前面点
餐。“请大家排队点餐。”对于这样的不
文明行为，不少摊主表示，只要发现是
插队的，他们都会提醒客人去排队，同
时只给排队的顾客点餐。

其实，如今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还是
少数。随着我国加大文明旅游的宣传
引导力度，一些良好的就餐行为和风气
也在慢慢养成，如“光盘行动”、自觉到
吸烟处吸烟等文明行为，已然成为多数
游客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央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出门旅行，只要大家不
当“任性”游客，文明旅游就会成为一道
亮丽风景。

追着美食去旅行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彬

旅游体验 重在细节
心 月

暑期年年有，旅游出行热。对于喜
欢暑期旅行的家长和孩子来说，这个暑
假有些特殊，高温酷暑让这个假期长长
短短的旅行成了对身体和意志力的考
验。今年持续的高温酷暑使两热叠加，
挑战的是景区服务。游人多，天气热，
暑期旅游，体验如何？

今年暑期第一周，笔者带着刚刚放
假的孩子来到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感
触颇深。坐落在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
的迪士尼乐园是无数孩子心中的童
话。仅看乐园旅游指南和服务手册，便
感觉到迪士尼乐园对服务细节的重视，
比如，凡是坐轮椅的游客能参加的项目
都有轮椅标注提示；园区一进门就有童
车租赁，轻松省力；母婴喂养室，方便妈

妈照料婴儿吃喝，每个洗手间都设置了
自动体外除颤器⋯⋯

然而，人多加酷暑，一切都变得
有些力不从心。每个热点项目游客平
均排队 2 小时以上，排队的人群伫立
在烈日下，电扇只吹风不降温，没有
座椅休息，孩子们席地等待，心中的
童话慢慢融化在炙热的骄阳里。园区
厕所因有空调，门口挤满避暑的人群
⋯⋯

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首先是资源
魅力，好看好玩美食才引人来。其次是
服务，服务最终决定体验。迪士尼乐园
的特殊在于它分布全世界，游客对它的
体验是有比较的，很多家长和孩子会
说，我去过哪哪的迪士尼，那里的体验

有多好多好。世界各地的迪士尼乐园
既有统一的服务标准，又有接地气的特
色呈现，我相信上海迪士尼乐园也一定
会随着时间的积累，在人多成为常态的
情况下，不断完善服务细节，形成适应
中国特色的服务标准，并不会因为在内
地独一份而店大怠客，让家长和孩子们
失望。

如果说，上海迪士尼乐园改进服务
的空间还很大，那么，其他国内景点和
乐园的服务就更亟待提升了。

故宫节假日一天涌入 10 万人，长
城、颐和园也常常挤得像煮饺子。近年
来，中国出境游增幅一直快于入境游
的增幅，这多少和国内游的体验不佳
有一定关系。再美的景致、再刺激的

乐园，如果吃不放心、购不开心、玩不
松心，无处躲风雨、无地避寒暑、无法
解急难，那么，游客就不会有美好的体
验。冒险新奇的确是游客追求的体
验，但舒适安全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对
老人和孩子而言。

旅游产业如今已走进精细化时
代。因为游客的体验是细腻的、全面
的，哪一点做不好，都会让游客抱憾于
心。体验的背后，是实力的比拼。比管
理、比标准、比员工，还有设施的建设和
维护，如道路、厕所、供电、饮水、急救、
营地、住宿餐饮等等，任重而道远。眼
下，很多地方的旅游产业已红红火火扩
展到全域，其成败在于游客的体验，更
在于服务的细节。

时下，全民阅读正如火如荼
地开展，而中小学生阅读更是受
到很多学校和家庭的重视。很多
学校还把阅读布置成假期作业，
让孩子们按时完成。其实，对于
中小学生而言，最理想的阅读状
态应是既有任务性的“作业式阅
读”，又有爱好性的“自主式阅
读”，逐步由“作业式阅读”转变成

“自主式阅读”。
中小学生阅读，如何才能从

作业变成爱好呢？山东牟平第二
实验小学的阅读教学方法很有借
鉴意义。

牟平第二实验小学有个“无
门”图书馆，全天开放，学生借阅
图书不需办理借阅手续，而是实
行“自主登记、自主归还”的制度，
随时可以到图书馆阅读书籍。

“图书馆里的书再多，束之高
阁也不能发挥作用，我们就是要
让丰富的书籍资源成为学生阅读
的源头活水，让好书与学生零距
离接触。”第二实验小学校长姜曰
美认为，阅读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让孩子从
小养成好的读书习惯很重要。基
于这种理念，学校把教学楼大厅
的两面墙壁做成大型的“开放书
吧”，建立了 70 个走廊书吧。每
个班级都建有流动图书架，让学
生时时有书读，处处有书读。

为了让学生成为图书馆里的
常客，学校开启了“项目阅读”工
程，孩子们首先确定研究问题，然
后走进校内外图书馆，大量阅读，
调查研究，撰写读书研究报告。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促使
学生深入探索图书馆里的“宝藏”，让藏书真正流动起来。
此外，学校开展的“书店购书学校买单”“阅读明星采风”
等评价性实践活动，也大大提升了学生阅读的积极性。

一份由第三方机构最新发布的小学生阅读行为分析
报告发现，在闲暇时间更多的寒暑假和周末，学生并没有
阅读更多图书。孩子们阅读最多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工
作日下午 4 点半到晚上 9 点半。调查者提醒家长，“作业
式阅读”需要引起重视。

所谓“作业式阅读”，就是老师布置的阅读作业。调
查结果说明，现在的小学教师比较重视学生的阅读，经常
布置阅读任务。姜曰美认为，帮助学生养成良好阅读习
惯，不是简单机械地要求学生每天读多长时间书、读多少
字数，而要从根源上培养兴趣，从本质上掌握科学的阅读
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让阅读成为学生终生受用的习惯。

牟平第二实验小学的课堂上没有教师喋喋不休地提
要求、提问题，而是大胆放手地给学生们自主学习的时间
和空间。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自主读书，盘点自己的读
书收获，交流学习方法，相互取长补短。由于学生的能力
和水平不同，他们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去谈自己的
发现，每个学生都是同学们的小老师。

为了激发学生持续阅读的兴趣，学校还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读书活动：每读完一本书及时跟进电子阅读检测，
评价表彰，调动学生持续阅读的积极性；每天坚持使用

“阅读记录卡”，定期评价，家校携手共同督促学生养成持
之以恒的阅读习惯。每年举行的校园读书节更是孩子们
的读书盛宴，图书欢乐换、图书漂流、图书跳蚤市场、读书
沙龙等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学校还建立了“读书讲坛”，为孩子搭建交流的平
台。两个读书讲坛面向全校学生开放，人人都可参与，随
时可以拿起话筒发表演讲。一二年级以讲故事为主，中
高年级以读书演讲为主，天天坚持，风雨无阻。为了让学
生多读经典书目、讲经典故事，学校从经典画册入手，引
领他们潜移默化地亲近经典。

姜曰美认为，良好的阅读氛围至关重要。在课外时
间，需要给孩子创造从阅读中寻找乐趣的家庭阅读环境，
比如每天晚上一小时家庭亲子阅读时间，这个时间不看
电视、不打电话、不说话，只有阅读。做父母的要培养自
己看书的习惯，要有意识地与孩子交流阅读心得，这样无
形中会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儿童阅读

，习惯养成很重要
姜天骄

正值暑假，又到旅游旺季。近日，
挖财、腾讯旅游联合发布了旅游消费升
级报告，以可视化方式呈现了当前消费
升级的特点。报告显示，旅游群体过去
3 年的旅游消费年均增长率高达 47%，
特别是餐饮、交通这两个项目增长迅
速，餐饮消费是 3 年前的 3 倍，交通支
出则增长了55%。

“餐饮消费的快速增长可能与游客
深度体验当地文化、美食的需求增强有
关，同时新生代旅行者越来越注重旅行
的品质；而交通方面的增长则可能与大
家旅行频次增多、旅行目的地变远有
关。”该报告的分析师说。

报告还发现，旅行者的体验、观念、

需求在这 3 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受
访者多数认为，餐饮、住宿、环境等方面
有很大改善，但“人满为患”依旧是“痛
点”之一，有 62%的受访者认为“人太
多”是他们旅行体验不佳的一大因素。

旅游观念也在变化。3 年前超过
七成的游客会在旅途中购买特产，现在
下降到 50%，游客更注重体验。人们
出行旅游不会刻意追求景点的名气，半
数受访者明确表示要去名气大的景点，
这与3年前相比下降了19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主题乐园成为旅游
消费的新增长点。报告显示：全国 247
个 5A 景区中，有 17 个景点人均花费
1000 元以上，4 个景点人均花费 2000

元以上；而全国现有 30 家著名主题乐
园中，就有4家人均消费超过1000元，
其中上海迪士尼和香港迪士尼达到人
均 2000 元以上。分析认为，一般以家
庭为单位出行的游客比较喜欢主题乐
园，特别是带娃旅游的“70 后”“80 后”
群体。受益于国内人口基数大、中产家
庭比例上升以及越来越多家庭愿意为
孩子投入资本，主题乐园潜力很大。

在旅行观念、方式的变化中，年轻
女性是这场变革中的重要推动者。受
访中的年轻女性对热门景点、旅游纪念
品和特产的热情比其他游客消退快，更
追求“小而美”的旅游方式。

另外，不同年龄层以不同方式参与

其中：“50 后”“60 后”游客偏好游轮，
“70后”“80后”游客是游乐园消费的主
力，“90 后”游客更关心旅行中的舒适
感，“00 后”游客对强制购物等旅行社
不良行为的容忍度更低。

除了性别、年龄，收入也是旅行消
费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报告研究了
不同收入人群在旅游消费上的差别。
月薪5000元到1万元人群的旅游消费
增长最慢，而月薪5万元以上人群旅游
消费增长最快。需要注意的是，月薪 2
万元到 5 万元人群的旅游消费增长率
也属于偏低，分析认为，因为这一群体
承担着高收入的大工作量，出游时间被
严重挤压。

挖财、腾讯旅游联合发布的旅游消费升级报告显示——

人均旅游消费年均增长47%
钱箐旎

在河南省武陟县一家舞蹈培训班，舞蹈老师周茜在
指导小学员练习。

暑假学艺
暑假期间，孩子们通过参加舞蹈、游泳、足球、杂技等

兴趣培训活动，开阔眼界，锻炼身体，丰富假期生活。

7 月 17 日，湖南省张家界市举办“品鱼宴 赏非遗”旅游体验活动，来自国内外的近千名游客一起参与大锅煮鱼、品鱼
宴和齐跳非遗摆手舞等活动。这是游人在张家界市生态农业休闲园湘府鱼庄体验大锅煮鱼。 新华社发

在四川省遂宁市莲里公园，遂宁市杂技团的小学员
在练习杂技技巧。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