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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质量旅游，景区如何破题?

旅游景区是旅游业核

心要素，是旅游产品的重

要形态。近年来，我国 1

万多家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

待 几 十 亿 人 次 境 内 外 游

客，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

的旅游消费需求。但也有

些旅游景区在资源开发、

安全管理、产品创新等方

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旅游

景区如何实现群众从“有

没有、缺不缺”到“好不

好、精不精”的新期待？

一些读者来信畅谈看法。

树 立 以 人 为 本 理 念
肖子杏

用 好 限 客 限 流 手 段
王宗征

提 高 景 区 服 务 质 量
汪世东

推 动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揭方晓

课外学习充电忙

“ 有 进 有 出 ”管 好 A 级 景 区
谢 婧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第一小学学生在观察无土

栽培。暑假期间，该小学的学生们“组团”走进黔西县杜

鹃街道乌螺坝社区的农业创意园，在这里了解蔬菜种植、

蔬菜管理、蔬菜采收等，近距离接触现代农业、了解农业

科技知识。 周训超摄（中经视觉）

近年来，旅游消费成为居民消费新
的增长点。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景区
服务水平差异大、强制购物和诱导消费
屡禁不止、导游队伍质量参差不齐、旅游
服务总体满意度偏低。这些已经成为不
少地方旅游业发展的掣肘，也制约了我
国旅游业迈上新台阶。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
为不关心游客需求。比如，许多地方花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推介旅游景区景
点，却不愿扎扎实实地建好厕所、管理好
厕所。另一方面，景区发展思路存在问
题，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有些
景区认为旅游是“一锤子买卖”，很少有

“回头客”，没必要考虑那么长远。殊不
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过去一
些景区“天价虾”“天价鱼”等被曝光，致
使游客门可罗雀就是前车之鉴。

景区服务必须要在细微处下真功

夫。一方面，要在“硬件”上下功夫。比
如，有些景区已经使用投币厕所，提供座
便消毒设备。精巧的设计，蕴含了特定
的社会观念和文化价值，也体现了为游
客着想的“用户思维”。另一方面，要在

“软件”上提质量。在衣、食、住、行方面，
针对游客各种个性化、细分化需求，千方
百计地提供各种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
务，不忽视游客任何细微的需求。

同时，还要认识到，诚信是旅游景
区发展的根本，只有诚信才能赢得游
客。在旅游产业市场化的今天，景区应
坚持以诚信服务为本，以市场为导向，
以科技为依托，切实抓好旅游景区基地
建设、旅游线路、门票价格、旅游咨询
等方面的服务，严格规范服务范围，优
化旅游景区环境，不断提高景区服务质
量。

（作者地址：四川省平武县龙安镇）

旅游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游客
在旅途中感受大自然、体味风土人情、品
尝地方美食，在旅游时最怕遇到的是服务
质量差、卫生不尽如人意，路边摊位乱、强
迫购物等问题。笔者认为，提升旅游体
验，景区首先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积极落实服务质量督察制。景区工
作人员应重视游客的投诉，对宾馆、酒
店、旅行社和旅游服务人员的服务质量
实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考核，作为宾馆、
酒店、旅行社和旅游服务人员评优的重
要依据。

开展人性化个性化服务。景区文明
程度是一个地方的文明名片。建设一个
文明的、人性化的景区是每个景区都追
求的目标。景区要将“游客放心游客满
意”作为景区发展的目标，为游客营造

一个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和谐的
场所，通过公开接待日、意见箱、热线
电话、座谈会、问卷调查等形式，广泛
征求广大游客对于景区管理的意见和建
议。同时，对老年人、孕妇、儿童、残
疾人等特殊群体，可以成立特殊服务小
组，开展个性化服务，以满足游客的不
同需求。

强化旅游安全管理。针对游客在旅
游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安全问题，景区应
提前制定突发事件处理预案，完善医疗
服务机构和设施，并配备安全、卫生监督
员。此外，还要对交通、游览、娱乐、消
防、防盗、救护等设施和重点部位实行安
全检查，一旦发现隐患及时排除，最大限
度地确保游客人身安全。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安县人社局）

节假日期间，热门景点景区通常会
出现客流高峰，不仅会影响游客的旅游
观光质量，还会给游客安全带来隐患。
有鉴于此，国内不少景区在重要节假日
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时限客限流
措施。比如，八达岭长城景区从今年 6
月份起开启“限流”模式以来，有效缓
解了游客拥挤不堪的状况，也提升了游
客的观赏体验。可以说，热门景区适时
限流是迈向优质旅游的必要举措。

首先，应做好重要节假日期间游客
数量的预测。旅游管理和运营单位要针
对旅游客流高峰期，加强预判，综合考
虑各类因素，理性判断景区在重要节假
日期间的游客承载力和服务能力，为适
时限客限流提供可靠依据。

其次，景区应该在环境保护和游

客开放之间找到平衡点。限客限流，
只是重要时间节点采取的一项应急措
施，不能因此降低旅游管理和服务标
准及质量，越是节假日和实施限客限
流，景点景区的服务越要跟进跟上，
使景点景区管理更加井然有序，服务
更加细心、精心、贴心和暖心，特别
是要把安全防范放在景点景区管理和
服务的第一位。

再次，限客限流要早做安排，提前
预警，并提早告知广大游客，不让游客
跑冤枉路，要在合理设定客流、告知游
客、门票发售等方面把工作做在前头，
增强限客限流的预见性和透明度，引导
和帮助游客在旅游高峰期理性选择热门
景点景区。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档案馆）

随着经济发展和观念改变，旅游已
经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一项日常需求。
节假日，不少人带着妻子儿女、父母亲朋
到一些知名景区旅游，放松心情，扩大眼
界，增长见识。不过，在一些古镇，景区
同质化严重、商业开发过度等问题影响
了人们的旅游体验。

景区需要个性化，需要一些独一无
二的文化元素，才能让游客每到一处都
有新的见闻、新的感受，从而真正感受到
旅游的乐趣。想要做到这一点，笔者以
为，“文化聚合”是一条可行之道。

一是充分挖掘景区传统文化，让沉
淀的、积攒的文化活泛起来，聚合成一个
整体。一处寻常的山水、建筑，能成为知
名景区，除了它固有的自然风貌、独特样
式外，自身文化元素必不可少。将这些
文化元素以“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式聚合
起来，游客才能对景区有整体认知，从而

产生愉悦的身心体验。笔者所在的江西
省南城县，有座寿山麻姑山，近些年就围
绕“寿文化”，开发系列长寿食品，编排以
寿为核心的文艺表演，建设麻姑酒、建昌
帮中药这样带有明显长寿印记的非遗展
览馆，这种“文化聚合”的效果正在日益
显现。

二是将地理空间上相近的一些零散
景区以某一文化线索“串”起来，形成文
化景区群落。如果每一个景区都能展示
这种文化特质的一个方面，这个文化景
区群落就能展示这种文化特质的全部。
游客行走其间，有如阅读文章一般，一段
接一段，一章连一章，成一鸿篇巨制。比
如，安徽一些地区以徽商文化为线索，将
休宁、祁门、绩溪等地“串”起来，形成文
化景区群落，就是这方面很好的实践。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城县委宣传

部）

如今在旅游行业，5A级景区已经成
为一块“金字招牌”，它代表着旅游景区
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也有助于树立
旅游景区良好的行业形象，因而成为各
大景区对标、追赶的目标。然而，近年来
也有一些景区在评上 5A 级景区之后，
放松了管理和服务方面的要求，被旅游
主管部门摘牌、要求整改。

历数这些 5A 级景区被摘牌的原
因，有的是存在价格欺诈问题，有的是景
区服务质量严重不达标，还有的景区服
务设施缺失、旅游功能弱化等。以最近
被摘牌的乔家大院景区为例，尽管景区
拥有独特的地理、文化要素，但旅游产品
十分单一、过度商业化、交通游览服务不

便、安全卫生条件差等，这些问题集中反
映了景区综合管理不到位，影响了游客
的旅游体验。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
是过去景区评级管理缺少退出机制，让
5A级景区成了“终身制”，一些景区以为
评上了 5A 级就等于进入了“保险箱”，
开始放松管理、忽视维护，导致景区质量
出现问题，饱受游客诟病。

对于旅游景区来说，评上 5A 级景
区不容易，但要守住这份荣誉更难。捧
回牌子后，不能只顾拿着 5A 级金字招
牌当“摇钱树”，更应摒弃那种“重申请、
轻管理，重创收、轻安全”的发展思路，
提高服务质量、加强景区建设，从而让
5A 真正名副其实，给游客带来美好的
体验。

同时，也应认识到，一些景区旅游乱
象牵涉到旅游、物价、工商、公安等部
门。因此，景区治理也需要相关部门密
切合作，综合整治旅游市场，通过扎实有
效的监管，使景区认识到，5A 级评选不
是一劳永逸的，只要违反相关规定，就有
可能被摘牌。

（作者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上图 游人在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古城观看传统戏曲民

俗表演。近年来，宜春市大力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通过

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增加文化体验项目等措施，让游

客感受到当地的传统文化魅力。 周 亮摄（中经视觉）

8 月 11 日，徐州市玉潭实验学校学生在学习扎染工

艺。当日，江苏省徐州市玉潭实验学校开展“学习扎染，

传承非遗”活动，向小学生们介绍“扎染”的历史和知识,

让孩子们通过学习扎染工艺，感受非遗文化魅力，充实暑

假文化生活。 蒯 创摄（中经视觉）

2019年上海书展日前正式开幕，16万种图书、近 500位
海内外作家、1273场阅读活动、239米高空云上阅读，吸引了
众多读者。为了让读者能够尽兴地逛书展，上海还发布了一
份详细书展攻略。

在书展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商和爱书人，或开展图书交
易，或挑选喜爱的图书。然而，也有一些人以“逛大街”心态逛
书展。对普通人来说，逛书展也要讲究质量，如果以“逛大街”
心态“逛书展”，恐怕与书展特有的“书香”氛围格格不入。正
如媒体报道，富有新意的装潢、别出心裁的图书陈列、与咖啡
水吧相伴而生的“网红书店”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粉丝，可如果
人们到书展上只为喝咖啡、拍照，对书不感兴趣，那么就算热
闹非凡，也未免本末倒置，达不到预期效果。

人们对“逛书展”热情很高，至少说明对阅读很有兴趣，只
要加以正确引导，让更多人爱书、读书，构建“书香社会”目标
就会可期。因此，如何提高国民阅读数量和质量，形成大众爱
书、买书、读书氛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构建“书香社
会”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倡导，更需要家
庭、学校、社会担负起责任，个人提高认识，使更多人加入到阅
读大军中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翻译学院）

据报道，从筹办之日起，“节俭”就成为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主题词，比如用网络火炬传递代
替实体火炬传递，场馆多靠“借用”，办公使用二手家具，
开闭幕式演出人员大部分由郑州本地大学生志愿者担任……

节俭办赛会体现的是一种高效务实精神，坚持节俭办会
精神，将务实创新作风融入到本次运动会，力争用最少的钱
办最高效的活动，就是要让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发展和改
善民生最需要的地方，投入到民族事业发展中。反之，如果
借举办运动会之机比阔气讲排场，那就会失去群众信任。

各地举办大型赛会，对于彰显体育竞赛的魅力，吸引民
众观赏和参与体育运动，展示举办城市的体育、文化、城市
建设成就等具有积极助推作用。以往，部分地区的运动会越
办越多，越办越大，攀比、铺张之风渐长，甚至造成举办城
市负担过重。刹住举办赛会中的攀比之风、奢靡之风，提倡
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办赛会，应是各级政府的理念，也是建
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应有之义。

成由俭，败于奢。办赛会，要坚持以运动员服务需求为
导向，把务实高效、节俭办赛的理念融入到运动会全过程，
把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心关注落到实处，充分彰显高效
务实办赛会之风。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期盼务实
节俭办赛会之风成为常态，让节俭办赛事成为一种理念、一
种制度、一种习惯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山东省青岛市审计局)

期待节俭办赛会成为常态
潘铎印

莫以“逛大街”心态逛书展
刘天放

右图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泗安镇薰衣草景区，前来

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近年来，当地坚持旅游开发与环境

保护并重，注重挖掘独特的气候、农业资源优势，旅游产

业蓬勃发展。 许 旭摄（中经视觉）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35 印完时间：4∶55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