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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日期间，各地景点游人如织，旅游消费市场火爆——

旅游消费更加讲品质重体验
国庆假期，我国旅游消费市场异常火爆。相关研究机构发布的《国庆旅游消费升级报告》显示，游客已不再满

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更愿意把钱花在体验上。乡村游、全域旅游、主题公园游、自驾游等成为旅游消费的重要组

成部分。红火的旅游市场成为我国服务消费迅猛发展的缩影——

引导民宿行业良性成长
张 雪

乡村游：

农村慢生活成假期新宠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全域旅游：

发展串点连线旅游新业态
本报记者 吉蕾蕾

主题公园：

展演活动人气旺
本报记者 杨阳腾

自驾游：

配套设施待加强
本报记者 郭静原

10月4日，游客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景区游览观光。国庆假期，全国各地游客走进
宏村，感受徽州特色小镇风情。 陈 晨摄

品尝客家美食、观看魔术表演、体验农家捕鱼
……国庆长假，位于江西定南县老城镇的黄砂口村
上演着美丽乡村的“欢乐嘉年华”。国庆假期第一
天，村子就吸引了近3万游客前来游玩。今年49岁
的村民黄衍焕每天早晨五点就开始忙碌起来。“以前
节假日对我们没啥大影响，现在村子美了，假期成了
村里的丰收节。”黄衍焕说。

从去年起，黄砂口村深挖村落自身文化内涵，启
动美丽乡村建设，修缮民居围屋建筑、改造道路水电
设施、打造文化古迹景点，昔日的乡村“芳华”再现，农
民成为“乡愁经济”获益者。黄衍焕在家门口向游客
提供矿泉水、特色农产品、地方小吃等，一天收入近
600元。同时，家里还布置了三间民宿供游客住宿。

无独有偶。山东高青县蓑衣樊村是全国乡村旅
游模范村，长假期间被很多游客列为寻找乡愁的目
的地。来自东营的游客李启铭几个月前就预订了蓑
衣樊村独具特色的民宿小木屋。他带着家人在这里

连续住了3天，仍舍不得走。“这里远离城市，空气清
新、环境幽雅，出门就是成片的湿地，感觉特别棒！”
初步统计，7 天时间高青县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业
总收入同比增长超五成。

住民宿、摘果蔬、品茶饮……国庆期间，越来越
多的游客涌向农村享受慢生活、体验农家乐，乡村游
成为国庆假期的一道独特风景。国庆假期之前，农
业农村部就向全社会推介了100个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精品景点线路，方便居民到各地乡村乐享田园
生活、品鉴农家美食、体验农耕乐趣。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说，自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以来，美丽乡村建设在各地如火如荼开
展。昔日闲置的农民房和农家小院，被打造成特色
民宿。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交融，传统活动与新派
体验共赏，乡村游成为人们感知民俗风情、品读乡土
文化的载体，也构成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产业链条。

随着旅游观念的转变和汽车保有量上升，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自驾游作为国庆假期出行首选。

自驾游虽好，却也仍有不少车主遭遇道路设施不够完善、
没有足够停车位及景区接待能力不足等问题。国庆长假，在
江西南昌工作的程先生与记者分享了自己自驾游的体会，“自
驾游不是堵在去景区的路上，就是苦于找不到车位，在景区里
兜兜转转好几圈”。国庆期间，程先生带着一家人前往景区游
玩，原本计划出游距离不远，开车去便能当日来回，却没想到
景区停车十分困难，走了不少冤枉路，回到家已是深夜。

专家表示，不仅景区交通条件亟待改善，路况信息服
务、车辆维修、吃住休息等配套设施建设也需要进一步
加强。

由于短途自驾居多，用户行程选择也有所改变。数据显
示，跨城环线游有所减少，更多人选择“市内＋周边游”的
短租自驾方式。其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往返距离在500
公里以内的周边游用户占比 60%。但是，对于重庆、成
都、兰州、乌鲁木齐等适合环线游城市，500公里以上超长
线路仍受到游客青睐。

如今，租车流程方便快捷、适用车型丰富多样，北京市民
向先生就偏爱租车出游。“特别是想要租到一些自己喜欢或是
热门的车型，现在都得提前做好约车准备。”向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早在今年国庆节前 1个月便开始订车，顺利预约到心仪
车型。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自驾者大多只关心租赁价
格，对汽车投保情况关注不够，当汽车出险或发生故障后，围
绕昂贵的修理费可能产生不少纠纷，这也反映出自驾游不成
熟，自驾配套服务在制度上还欠规范。

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迎来一波火热

行情，民宿也随之火了一把。有网站显

示，“十一”期间的订单量相比去年增加5

倍；还有山东、云南等多地出现民宿一房

难求，入住率100%的场景。

随着我国旅游市场日趋成熟，消费者

旅游消费理念转变，越来越多的游客不满

足于拍照留影买特产的打卡式旅游，而是

希望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感受风土人

情、特色文化，通过入住民宿获得这些独

特体验日益受到追捧。民宿性价比较高，

适合举家同住，再加上互联网共享经济的

发展，游客选择民宿更加便捷，这些因素

都让民宿火爆黄金周。

不过，火爆背后，问题也随之而来。

有媒体报道，黄金周期间，有些民宿订单

数量和好评内容是“刷”出来的，有的网红

客栈甚至每天花千元左右“刷单”。

民宿的兴起满足了人们出行住宿多

样化、个性化的选择，能让一些闲置的资

源被充分利用，实现房主和游客的双赢，

可如果解决不好发展初期暴露出的一些

问题，则有可能让民宿变民诉，进而影响

行业的长远发展。

引导民宿行业良性成长，为游客提供

更加舒心的体验，首先需要相关部门规范

民宿发展标准，加强监管。此前，原国

家旅游局已发布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

与评价》等行业标准，各地也开展了有

益探索，比如成都市旅游局发布了《成

都市民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从

民宿的开办条件、申报备案等六个方

面，提出了具体的规范管理要求。不

过，与传统酒店相比，民宿行业的服务

内容更加注重个性化，在规范其发展，

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时，还要给予一

定的探索空间，防止“一棒子打死”。

当前，一些民宿花钱“刷”订单、“刷”

好评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依靠房

客和经营者在线平台上相互打分评价实

现监督，依然难以实现诚信经营。对此，

一方面需要完善民宿经营者和房客的信

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可以鼓励社会机构

开展民宿服务质量与信用评价，引导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监督。

对于民宿经营者来说，如何在保障

房客居住舒适度和安全性的基础上，提

升服务水平，体现风土人情，规范而不失

特色，是长久经营的关键；对于房客来

说，如何在享受民宿带来出行住宿便利

的同时，约束自己的行为，则是每位游客

都应该交上的文明答卷。

金秋送爽，游客如织。国庆假期，深圳各大景区通过节庆演
绎创新和配套互动活动，带来了丰盛的旅游“大餐”，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游客，不少景区客流量增长超过50%。

国庆期间是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今年国庆假期，
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主题公园都推出
了系列展演活动。

今年65岁的赵月娥来自内蒙古，这次国庆长假跟着儿子
一家四口来深圳度假。“深圳环境美，空气好，到处都是绿莹莹
的，这几日天气凉爽，真是来对了。”谈起几日来在深圳游玩的
感受，赵月娥表示尤其喜欢锦绣中华民俗村的少数民族特色
表演。“国庆长假一般都是家庭出游，有老有小，主题公园景点
设计紧凑，加上丰富的表演活动，一天逛一个公园老年人不会
疲累，对小朋友来说也有新鲜感。”

主题公园里游人如织，特色古镇也人气颇旺。在位于深
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的百年小镇甘坑客家小镇，国庆期间街
头巷尾亦是人潮涌动，舞麒麟、客家山歌、木偶戏、汉服秀等传
统民俗表演和互动现场引得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

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副会长王刚表示，随着老百
姓生活品质的提升，游客越来越注重消费体验和品质，对度假
的需求也水涨船高，带旺了一批主题公园和特色景区，特别是
富含传统文化元素和地域特色的目的地。

尽管如此，每到假期人满为患、有好风光缺软服务、
旅游产品同质化、主题公园集团间竞争激烈等现象依然存
在。王刚表示，随着国家提出将全域旅游作为新时期的旅
游发展战略，旅游景区应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和管理向综
合目的地统筹发展转变，应研究消费者的度假需求，从单
一的旅行转向旅游、旅居的多元化，旅游业界应进一步丰
富旅游服务内涵，实现观光、休闲、度假并重，从而把游
客的心留住。

走进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荷兰花海旅游度假
区，300多种百合花、大片向日葵和薰衣草铺展成一
幅秋日画卷，花香四溢，美不胜收。10月5日，回老
家探亲的北京白领顾彤，特地一大早带着妻儿驱车
前往，“没想到家门口还有这么一大片花海，漫步其
中，心情特别舒畅，鲜花塑造的各种卡通人物、紫藤
隧道、戏水天鹅也让小朋友们兴奋不已”。

记者了解到，荷兰花海旅游度假区只是全国多
地发挥生态优势，培育和发展全域旅游的一个缩
影。刚刚带父母游完位于河南郑州巩义长寿山景区
的程瑞告诉记者，父母年纪大了，出远门太累，国庆
假期基本上就是开车带他们在郑州郊区游玩，“现在
郊区处处是景，每天游玩都不会重样”。

如今，全国各地全域旅游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年
国庆假期更是发展火热。驴妈妈旅游网 10 月 7 日
发布的《2018国庆出游报告》显示，国庆旅游市场整
体呈现出双向流动，一二线城市人群喜欢去乡村、山
野，三四线城市人群喜欢去一线城市观光、游主题乐
园，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亲朋组团出游成主流，登
高赏秋、红色旅游、乡村民俗、亲子娱乐等国庆热门
旅游主题备受欢迎。

与此同时，为了开拓旅游客源市场，各省市旅游
部门结合旅游市场需求，精心策划旅游活动，形成了
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交融，传统活动与新派体验共
赏的全域旅游新业态。比如，江苏各地和旅游企业
纷纷借力假日休闲、自驾游、文化游、乡村游、民俗
游、亲子游、赏花游等形式，全省旅游跨区域串点连
线成网的“一盘棋”特征突出；河南旅游市场也再次
迎来繁荣景象。其中，新郑西泰山村在国庆假期期
间，平均每天接待游客人数达4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高速公路通行免费、重点
景区门票降价等利好政策陆续出台，周边自驾、边走
边游成为许多游客欢度假期的重要方式。其中，驴
妈妈旅游网推出的浙江台州3天2晚跟队自驾游更
吸引了近百辆私家车参与，品农家菜、看乡村风光，
到琼台仙谷、南黄古道、国清寺感受江南秋色等活
动，让很多游客不虚此行。

业内专家表示，在全域旅游理念的指导下，旅游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除传统热门旅游目的
地外，都市周边游、郊区休闲游、乡村体验游等以“旅
游+”方式打造的新产品、新业态已成为假日旅游的

“新潮流”。

10 月 2 日 21 时 10 分，装饰一新的“环西部火车游·方
特欢乐行”旅游专列 Y207 次从兰州站缓缓驶出，满载 436
名游客前往嘉峪关开启一段欢乐旅程。

“我们提前分析国庆黄金周旅游市场走向，结合‘短
途游’增长显著趋势，根据旅游消费年轻化这一特性，统
筹旅游列车资源，加开了这趟列车。”中国铁路兰州局集
团公司下属兰铁国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融合旅游市场
新特点，铁路部门以“融合思维”优化旅游线路开发，将
国庆黄金周目标锁定在省内短途，以嘉峪关方特欢乐世界
为目的地开设旅游专列，为游客提供节日旅游消费新
体验。

为吸引更多游客乘坐旅游专列出行，兰铁国旅公司与
方特欢乐世界（嘉峪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协商，为游客争
取往返卧铺、方特欢乐世界游园通票、璀璨烟花表演、火车
站往返乐园接送的“出游套餐”。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
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火车一开车，列车工作
人员与车厢内的小朋友们一起合唱《歌唱祖国》，让列车的
节日氛围更加浓厚。一曲歌罢，随车吉祥物动漫玩偶“熊
大”和“熊二”来到车厢内，与小朋友们相拥玩耍，让游客感
受旅途欢乐。

“‘一站直达’模式为我们省去了换乘麻烦，让出行游玩
更加方便快捷。”旅客罗光霞说，“这趟列车无论是硬件设
施，还是服务水平都与平时乘坐的火车不同，特别是行程设
计、食宿安排和导游服务很周到，让人不虚此行。”

记者了解到，今年 4 月 26 日以来，中国铁路兰州局集
团先后开行了“梦回蓝天·相约兰州”老兵专列、“走向东北·
欢乐相随”东北专列等数十趟旅游专列。

旅游服务：

一站直达真方便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旅游购物：

理性花费成共识
本报记者 苏大鹏

“旅游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国庆期间出行，我们一家人
除了旅行必须花费的，没有其他不必要的购物。”10月7日
上午，正在大连火车站候车的王浩义先生对记者说。

国庆期间，来自北京的王先生一家在大连旅行3天，在
游览美景之余，一家人对此次旅游花销特别“仔细”。出行，
选择经济快捷高铁。住宿，通过手机软件反复比较价位和
环境，选择性价比最高的宾馆入住。选择旅游纪念品也要

“经得起时间考验”，王先生花费20元购买的一个贝壳纪念
品，摆放在家里既美观，又是旅行美好记忆，一家人都觉得
很值。

“过去都说‘穷家富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出来旅游
条件好多了，各种交通工具、不同档次宾馆供我们选择，出
来玩不仅要看美景，也要让每一分钱花到实处。”来自吉林
的刘先生一家对理性消费很认同。同样，他们一家人也是
反复比较机票和高铁价格，最终通过手机出行软件选择了
性价比更高的经济连锁酒店解决住宿。旅游结束，刘先生
买了一箱海鲜，是专门带回去给老人品尝的。“我们来大连
前，专门作了旅行和购物攻略，在网上搜索各种好玩好吃
的，以及消费指南。花最少的钱，也能玩得最开心。”刘先
生说。

今年国庆期间，大批游客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饱
览美景。数据显示，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大连火车站
发送旅客量达6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1万人次。为
了确保旅游市场秩序井然，大连市采取专门行动对景区周
边的“黑导”“黑车”“票贩”等现象进行了打击、清理，
并设警务人员进行 24小时的巡逻检查，坚决杜绝此类违
法违规行为。大连还开展集中整治“欺骗、强制旅游购
物”“不合理低价”的专项行动，确保旅游市场的有序
稳定。

厅堂里摆放着特色盆景，在回廊放置几张桌椅，一边欣
赏太湖美景，一边享受太湖美味。在苏州金庭镇，这种更具
特色、更加注重旅游体验的农家乐成为今年国庆假期江苏
游客的“宠儿”。“农家乐民宿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被预订一
空，游客注重悠闲，完全是为了‘逛吃’，每天中午，游客都在
60桌至70桌，基本要翻台两三次。”看着火爆的旅游行情，
农家乐老板石文敏脸上乐开了花。

与过去利用假期出远门旅游相比，今年国庆假期，江苏
短途深度体验游、文化游成为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私家
团、定制游等升级型旅游新产品成为“网红”，形式多样的文
物展、音乐节成为游客度假首选，各地品质较高的农家乐、
民宿都呈现爆满状态。

在扬州，冶春、富春等老字号茶社每天接待游客近
8000人，创下近两年国庆假期游客人数新高，不少茶社都
开启延时模式，并在等候区安排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戏曲、
民俗活动，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国庆假期，深度游给群众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同时，
在消费升级驱动下，体验消费也开辟了“假日经济”蓝海，给
群众带来了满满的获得感。

苏宁易购10月6日发布的“2018国庆黄金周消费大数
据”显示，新零售带来线上线下融合的购物体验，促使线上
实物产品消费升级、线下实体商超游客爆棚。

值得一提的是，与体验“游购行”不同的是，今年国庆假
期，很多游客选择了健康化消费休闲，与球友们包场享受运
动欢畅，或者参加培训课，这样的“健康消费”成了不少游客
在假期里的消费新选择。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游泳馆副
馆长苏蓉介绍说，假日期间，家庭小班化和个性化的健康定
制化服务最受市民欢迎。

定制旅游：

私家定制受欢迎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