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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华山已经有些时日了，一直
不敢提笔写一下它，一是怕辱没了金
庸先生笔下的江湖，二是惊惧的心还
一直在胸腔咚咚跳得厉害。

华山诸峰，各有各的特点。西峰
之险、南峰之高、东峰之美、北峰之壮
无不让人惊叹。

西峰索道，是我乘坐过的最惊险
的索道。为了让缆车能够顺利攀升，
索道一出发便开始提速。缆车行进
到最幽深的山谷时，突然刮来一阵让
人震颤的风，缆车开始来回晃荡，虽
然幅度不大，但风带来的不是凉爽，
而是背心嗖嗖的冷汗直冒。

尽管什么也抓不住，我的十个脚
趾头还是深深抠向鞋底。我闭了眼
不看窗外，却又控制不住好奇心，一
望，心又提到了嗓子眼——脚下稀疏
的植被完全遮挡不住巨石白森森的
筋骨，座座山峰如刀似箭，仿佛一不
留神，我就会被它们刺穿五脏六腑。

我旁边的一位看起来还算健壮
的小伙子紧闭着双眼，脸色由白变
青。我好歹站起来录了一段视频，
他反手抓着背后的靠背，手一直没
有松开过。就在我们以为缆车终于
到站时，殊不知，这仅仅是西峰索道
的中转站……

在华山西峰的“龙脊栈道”，一边
是千丈悬崖，一边是 45 度的斜坡。
在“龙脊”上，前人开凿出的每级台阶都倾向了斜坡方向，
那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尽管如此，走在“龙脊”上的人们依
然歪歪扭扭，滑向斜坡的方向，虽然有护栏的保护，也难免
惊吓一场。

登顶南峰，已经青天在握，白云可驾。俯瞰西峰的“龙
脊”，那里正蜿蜒爬行着登西峰的人们。南峰之下，四面山
峰簇拥。我的脚下是莽莽八百里秦川，透过望远镜，黄河
渭水如萦似带。这一切，让人不由吟诵起寇准的诗句：“只
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

“五更看日出，一夕听秋风”，东峰是观日出的胜地。
有备而来的人们带了帐篷在东峰安营扎寨，只为一睹华山
日出的壮美。一块巨石兀自凸出于绝壁之外，似苍鹰之
嘴。苍鹰好像已经锁定了远处的红日，它的翅膀挥动起来
了，就要搏击长空，迎接初升的太阳。

正因为北峰最低，所以人们能更近距离地观察那整块
花岗岩的纹理。山就在你的面前，夕阳照射在原本白得让
人心生恐惧的山峰上，给山罩了一件金衣。仰头，如观望
一尊尊浑身散发着金光的大佛。

华山美丽而险峻，登顶华山的人是勇敢的冒险者，是不
屈的奋斗者。华山的每一级台阶，都让人步步惊心。然
而，在这样的路上，依然有从山下背着货物上山的背夫，他
们微薄的收入，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开支，他们用脊背支撑
起一个家庭的希望。

时光回溯到70年前，一支“智取华山”的人民解放军部
队，不信“自古华山一条路”的邪，硬是靠双脚，完成了几乎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单单是坐索道，我们已是魂飞魄散，索道的修建者所面
对的危险更超乎想象。那些钢筋混凝土的巨大塔基是如
何浇筑成功的？那几千米长的缆绳是如何拖上山的？我
思索良久。

华山路险，华山峰美，但要说“华山论剑”，华山背夫、
解放军战士、华山索道的修建者，甚至每一个勇攀高峰的
人，都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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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寒料峭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乍暖还寒。。我拢了拢我拢了拢
脖子上的围巾脖子上的围巾，，漫步在石鼓山崖下的漫步在石鼓山崖下的
江边小径江边小径。。

离开家乡城市离开家乡城市3030年了年了，，虽然经常虽然经常
回家回家，，但一直没来石鼓山好好坐坐但一直没来石鼓山好好坐坐。。
这里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常来这里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常来
玩的地方玩的地方，，尽管它的正式名字叫尽管它的正式名字叫““石石
鼓书院鼓书院”，”，但小时候的我一直把它当但小时候的我一直把它当
作一个公园作一个公园。。

湘江河畔轻风拂面湘江河畔轻风拂面，，稍有凉意稍有凉意，，
柳枝已经吐绿柳枝已经吐绿，，婀娜婆娑婀娜婆娑，，风情款款风情款款，，
三两行人悠闲漫步三两行人悠闲漫步。。江岸巨石错落江岸巨石错落，，
层叠入水层叠入水。。江面水天一色江面水天一色，，白雾轻白雾轻
拢拢，，细浪轻腾细浪轻腾，，两只小船缓缓移动两只小船缓缓移动，，有有
船家撒网打鱼船家撒网打鱼。。放眼极目处放眼极目处，，远山如远山如
黛黛，，横接水波横接水波。。

我跳上一块巨石我跳上一块巨石，，望着烟波浩渺望着烟波浩渺
的江面的江面，，遐想翩翩遐想翩翩，，一如从前一如从前。。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读小学的时候，，每天和弟弟跟每天和弟弟跟
着父亲跑步到石鼓着父亲跑步到石鼓。。当地人往往省当地人往往省
略后面两个字略后面两个字““书院书院””或或““公园公园”，”，直接直接
称呼称呼““石鼓石鼓”，”，石鼓不仅包括石鼓山和石鼓不仅包括石鼓山和
建在山上的石鼓书院建在山上的石鼓书院，，还包括进入石还包括进入石
鼓山的那条弯弯曲曲绵延七八分钟鼓山的那条弯弯曲曲绵延七八分钟
步行路程的青石板老街步行路程的青石板老街，，以及两边的以及两边的
密密麻麻的老屋密密麻麻的老屋。。青石板高低不平青石板高低不平、、
磨得透亮磨得透亮，，老屋墙面斑驳老屋墙面斑驳，，拴着一扇拴着一扇
吱嘎响的木门吱嘎响的木门，，简陋又沧桑简陋又沧桑。。老街尽老街尽
头头，，悬空一座石板桥连接着石鼓书悬空一座石板桥连接着石鼓书
院院。。每天清晨每天清晨，，周边的人们就会踩着周边的人们就会踩着
这条老街这条老街，，登上石鼓书院做运动登上石鼓书院做运动，，或或
者读书者读书、、画画画画、、唱歌唱歌。。熟人之间要联熟人之间要联
系彼此系彼此，，最方便的方式不是去单位或最方便的方式不是去单位或
者家里者家里，，而是早上在石鼓相见而是早上在石鼓相见。。夏天夏天
的早晨的早晨，，会看见悬空的石板桥上睡满会看见悬空的石板桥上睡满
了老街居民了老街居民，，男女老少男女老少，，以天为盖以天为盖，，以以
地为庐地为庐，，一户一竹席一户一竹席，，一溜开去一溜开去，，头枕头枕
湘水微波湘水微波，，脚戏蒸水涟漪脚戏蒸水涟漪，，晨光柔洒晨光柔洒，，
清风拂面清风拂面，，酣然醉梦酣然醉梦。。纷至沓来的人纷至沓来的人
们只能从石板桥的一侧过身们只能从石板桥的一侧过身，，看景看看景看

人人，，看人看景看人看景。。走过石板桥走过石板桥，，拾级而拾级而
上就是石鼓山上就是石鼓山，，石鼓书院就坐落其石鼓书院就坐落其
中中。。石鼓山三面环水石鼓山三面环水，，四面凭虚四面凭虚，，俊俊
俏挺拔俏挺拔，，绿树成荫绿树成荫。。石鼓书院亭台楼石鼓书院亭台楼
阁阁，，飞檐翘角飞檐翘角，，内有一面又大又圆的内有一面又大又圆的
石鼓石鼓，，矗立一些历史名人塑像矗立一些历史名人塑像，，门亭门亭
柱上刻有多副楹联柱上刻有多副楹联。。

活动筋骨的人们活动筋骨的人们，，在书院的绿树在书院的绿树
掩映中舒展身姿掩映中舒展身姿，，浅吟低唱浅吟低唱，，细语相细语相
谈谈，，挥手致意挥手致意，，灵动而和谐灵动而和谐。。妙趣横妙趣横
生的是一老一少生的是一老一少。。老者一身白袍老者一身白袍，，鹤鹤
发童颜发童颜，，手握太极剑手握太极剑，，身若蛟龙身若蛟龙，，行云行云
流水流水，，飘然欲仙飘然欲仙。。少者一身黑衣少者一身黑衣，，行行
武装扮武装扮，，拳打脚踢拳打脚踢，，短平快猛短平快猛，，赫赫有赫赫有
声声。。每天早上每天早上，，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刮风下雨、、寒冬寒冬
酷暑酷暑，，一踏上石鼓的石板桥放眼一一踏上石鼓的石板桥放眼一
望望，，就看见一老一少就看见一老一少，，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白一白
一黑一黑，，一定一动一定一动，，相映成趣相映成趣。。可惜有可惜有
一天一天，，少者突然心血来潮少者突然心血来潮，，双脚勾住双脚勾住
石板桥栏杆石板桥栏杆，，身子悬出桥外身子悬出桥外，，两臂挥两臂挥
舞舞，，类似于仰卧起坐类似于仰卧起坐，，十几个来回后十几个来回后，，
坠入桥下乱石坠入桥下乱石，，终以丧命终以丧命。。从此以从此以
后后，，只剩下白衣老者清然起舞只剩下白衣老者清然起舞，，人们人们
不禁唏嘘不禁唏嘘。。

我和弟弟一般不直接登上书院我和弟弟一般不直接登上书院，，
总是从石板桥右边顺梯而下总是从石板桥右边顺梯而下，，行至石行至石
鼓山东面崖下的湘江河畔鼓山东面崖下的湘江河畔，，沿江边小沿江边小
径围着石鼓山绕圈径围着石鼓山绕圈，，时不时跳跃一块时不时跳跃一块
块浅没江水中的巨石块浅没江水中的巨石，，用脚板嬉戏微用脚板嬉戏微
波细浪波细浪，，湿湿的湿湿的，，痒痒的痒痒的，，很是过瘾很是过瘾。。
石鼓山的东北面是湘水与蒸水汇合石鼓山的东北面是湘水与蒸水汇合
之处之处，，山上悬崖峭壁山上悬崖峭壁，，山下怪石嶙峋山下怪石嶙峋，，
江面天高水阔江面天高水阔，，漫江碧透漫江碧透，，帆影涟帆影涟
涟涟。。这里是我惊看这里是我惊看““海水海水””吐出太阳吐出太阳

和吞没太阳的地方和吞没太阳的地方，，是我是我
领略曹操的领略曹操的““日月之行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若出其中，，星汉灿烂星汉灿烂，，若若
出其里出其里””之美景的地方之美景的地方，，

是我感受李白的是我感受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惟见长江天际流””之意境的地方之意境的地方，，是是
我大量阅读金庸我大量阅读金庸、、梁羽生梁羽生、、琼瑶的地琼瑶的地
方方，，是我两三个小时一动不动陷入沉是我两三个小时一动不动陷入沉
思与遐想的地方思与遐想的地方。。

往西北转身即见蒸水往西北转身即见蒸水，，江面变江面变
窄窄，，水流潺潺水流潺潺，，渔船缓缓渔船缓缓，，两岸茅草丛两岸茅草丛
生生，，蟾蜍频现蟾蜍频现。。不远处横跨一座千年不远处横跨一座千年
古桥古桥““青草桥青草桥”，”，雁城八景之一雁城八景之一““青草青草
桥头酒百家桥头酒百家””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挨着蒸水挨着蒸水
河河，，就是八景之二就是八景之二““朱陵洞内诗千朱陵洞内诗千
首首”，”，据传杜甫据传杜甫、、韩愈等诗仙诗圣们韩愈等诗仙诗圣们，，
游玩石鼓山后就在朱陵洞墙壁上刻游玩石鼓山后就在朱陵洞墙壁上刻
下自己的诗下自己的诗，，遗留至今遗留至今。。我们每每经我们每每经
过这个洞口过这个洞口，，总感觉有股寒气扑出总感觉有股寒气扑出，，
不敢停留过久不敢停留过久，，脚步自然加快速度脚步自然加快速度，，
低头屈身低头屈身，，躲避凸石躲避凸石，，跨越枯藤跨越枯藤，，一路一路
见虫见虫。。往左折去往左折去，，就到了石鼓书院大就到了石鼓书院大
门的西面崖下门的西面崖下，，有两根柱子贴着书院有两根柱子贴着书院
的石墙的石墙，，柱子下面有许多草窝柱子下面有许多草窝。。平日平日
里我们顺着柱子一梭里我们顺着柱子一梭，，爬上去翻过栏爬上去翻过栏
杆杆，，就见到了书院的标志象征就见到了书院的标志象征———一—一
面又大又圆的面又大又圆的““石鼓石鼓”，”，例行惯例例行惯例，，攀攀
着石鼓着石鼓，，右边爬上右边爬上，，左边爬下左边爬下，，这一天这一天
的石鼓游就算结束了的石鼓游就算结束了。。可是有一天可是有一天
却出了状况却出了状况，，我正准备攀爬柱子我正准备攀爬柱子，，无无
意中低头一瞟意中低头一瞟，，看见一条碗口粗的蛇看见一条碗口粗的蛇
蜷着在草窝里蜷着在草窝里，，我哇哇大叫我哇哇大叫，，拉着弟拉着弟
弟拼了老命往山下跑弟拼了老命往山下跑，，那一刻那一刻，，心脏心脏
冒烟冒烟，，几乎从嗓子眼里蹦了出来几乎从嗓子眼里蹦了出来。。

后来后来，，长大了一些长大了一些，，读书的学校读书的学校
远了远了，，只能周末来书院走走只能周末来书院走走，，寒暑假寒暑假
来江边坐坐来江边坐坐。。再后来再后来，，更长大了一更长大了一
些些，，读书的学校更远了读书的学校更远了，，就很少来石就很少来石
鼓游玩了鼓游玩了。。时空相隔远了时空相隔远了，，心的距离心的距离
却更近了却更近了。。读过的书范围广了读过的书范围广了，，石鼓石鼓
的文化坐标更清晰了的文化坐标更清晰了。。

原来原来，，秦代以前秦代以前，，石鼓山就已载石鼓山就已载
于史册于史册，，因其四面凭虚因其四面凭虚、、其形如鼓而其形如鼓而
得名得名，，也说因其三面环水也说因其三面环水，，水浪击石水浪击石，，
其声如鼓而取名其声如鼓而取名。。石鼓书院始建于石鼓书院始建于
唐代唐代，，迄今迄今12001200余年余年，，全国四大书院全国四大书院
之一之一，，是湖湘文化发祥地是湖湘文化发祥地，，在中国书在中国书
院史院史、、教育史教育史、、文化史上地位崇高文化史上地位崇高。。
苏轼苏轼、、周敦颐周敦颐、、朱熹朱熹、、张张栻栻、、程洵等人程洵等人

在此执教在此执教 ，，王居仁王居仁、、王夫之王夫之、、曾国藩曾国藩、、
杨度杨度、、齐白石等人在此求学齐白石等人在此求学，，杜甫杜甫、、韩韩
愈愈、、柳宗元柳宗元、、刘禹锡刘禹锡、、范成大范成大、、辛弃疾辛弃疾、、
文天祥文天祥、、徐霞客等人接踵至此吟诗作徐霞客等人接踵至此吟诗作
赋赋、、把酒临风把酒临风、、寻幽览胜寻幽览胜，，真可谓壮真可谓壮
观观。。

原来原来，，禹王碑是大禹治水功成在禹王碑是大禹治水功成在
南岳衡山岣嵝峰所刻南岳衡山岣嵝峰所刻，，通篇蝌蚪文通篇蝌蚪文，，
《《吴越春秋吴越春秋》》早有记载早有记载，，史穆题联禹碑史穆题联禹碑
亭亭：“：“蝌蚪成点通蝌蚪成点通，，天地衍大文天地衍大文”。”。武武
侯祠是祭祀三国名相诸葛亮侯祠是祭祀三国名相诸葛亮，，他曾羽他曾羽
扇纶巾扇纶巾、、气定神闲气定神闲，，居住石鼓山督办居住石鼓山督办
长沙长沙、、零陵零陵、、桂阳三郡军赋桂阳三郡军赋，，范鹤年题范鹤年题
联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偏，，问草庐是耶非耶问草庐是耶非耶，，
此处想见当日此处想见当日；；江流石不转江流石不转，，睹秋水睹秋水
来者逝者来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伊人宛在中央”。”。节公祠节公祠
是纪念南宋名将李忠节英勇抗元是纪念南宋名将李忠节英勇抗元、、举举
家殉国的高风亮节家殉国的高风亮节。。合江亭是唐朝合江亭是唐朝
宰相齐映主建的宰相齐映主建的，，韩愈写下著名的韩愈写下著名的
《《合江亭序合江亭序》：“》：“红亭枕湘江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蒸水会其
左左。。阚临眇空阔阚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绿净不可唾……””
经略大臣洪承畴曾把石鼓书院作为经略大臣洪承畴曾把石鼓书院作为
大清军事指挥所大清军事指挥所。。曾国藩曾在石鼓曾国藩曾在石鼓
山江面上操练湘军水师山江面上操练湘军水师，，这里竟是中这里竟是中
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原来原来，，石鼓山朱陵洞据传与道家石鼓山朱陵洞据传与道家
福地南岳朱陵洞相通而得名福地南岳朱陵洞相通而得名，，道教史道教史
籍均有记载籍均有记载。。唐朝著名道士董奉先唐朝著名道士董奉先
曾在朱陵洞炼制九华丹曾在朱陵洞炼制九华丹，，后来吸引众后来吸引众
多和尚道士来此洞栖息多和尚道士来此洞栖息，，杜甫有诗云杜甫有诗云

““更忆衡阳董炼师更忆衡阳董炼师”。”。
…………
千年书院千年鼎盛千年书院千年鼎盛，，钟灵毓秀人钟灵毓秀人

杰地灵杰地灵，，湖湘底蕴石鼓文脉湖湘底蕴石鼓文脉，，人文荟人文荟
萃济世英才萃济世英才。。

漫步石鼓江边小径漫步石鼓江边小径，，听石鼓余听石鼓余
音音，，望湘江北去望湘江北去，，忆往昔峥嵘忆往昔峥嵘，，怅逝者怅逝者
如斯如斯。。

似乎懂得了似乎懂得了，，父母搬了父母搬了33次家次家，，为为
何总是伴着石鼓书院何总是伴着石鼓书院，，不是在左边就不是在左边就
是在右边是在右边。。也似乎懂得了自己也似乎懂得了自己，，为何为何
总是喜欢觅一汪江湖总是喜欢觅一汪江湖，，发呆凝望发呆凝望，，遐遐
想翩翩想翩翩。。

因为因为，，石鼓是根石鼓是根。。
（（来源来源：：新华网新华网））

石 鼓 怀 远

22月底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相关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相关
指南指南，，规范引导旅游行业复产复工规范引导旅游行业复产复工。。
近日近日，，上海东方明珠塔上海东方明珠塔、、安徽黄山安徽黄山、、四四
川甘孜川甘孜、、稻城亚丁等热门景区陆续重稻城亚丁等热门景区陆续重
新迎客新迎客。。

春光烂漫春光烂漫，，当前想要当前想要““出门转转出门转转””
安全吗安全吗？？各地有关单位如何在恢复各地有关单位如何在恢复
迎客同时确保防疫安全迎客同时确保防疫安全？？未来旅游未来旅游
业发展走向如何业发展走向如何？？新华社记者前往新华社记者前往
多地探访多地探访。。

部分热门景区已重启部分热门景区已重启
““很久都没有出游了很久都没有出游了，，一家人来一家人来

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呼吸些新鲜空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呼吸些新鲜空
气气。”。”北京游客于女士说北京游客于女士说。。记者在多记者在多
地见到地见到，，当前全国旅游景区恢复营业当前全国旅游景区恢复营业
步调不一步调不一，，但不少热门景区已开始重但不少热门景区已开始重
新迎客新迎客。。

在北京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春意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春意
渐浓渐浓，，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踏青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踏青。。在重在重
庆庆，，武隆仙女山武隆仙女山、、南川金佛山南川金佛山、、合川钓合川钓
鱼城等鱼城等5050多家景区已分批次陆续开多家景区已分批次陆续开
放放。。江西江西1212家家55AA级景区现已全部开级景区现已全部开
门迎客门迎客，，146146家家44AA级景区中有级景区中有9797家开家开
放放，，同时同时1111家家55AA级乡村旅游点级乡村旅游点、、3333家家
44AA级乡村旅游点也已对外开放级乡村旅游点也已对外开放。。

据携程统计数据据携程统计数据，，截至截至 33 月月 1616
日日，，全国知名景区恢复开放的数量超全国知名景区恢复开放的数量超
过过13001300家家，，开放的全国开放的全国55AA级景区超级景区超
100100家家。。杭州西溪湿地杭州西溪湿地、、苏州周庄古苏州周庄古
镇镇、、洛阳龙门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安徽黄山安徽黄山、、吉林长吉林长
白山等景区陆续迎客白山等景区陆续迎客。。

当前恢复营业景区数量最多的当前恢复营业景区数量最多的
旅游城市为三亚旅游城市为三亚、、苏州苏州、、宁波宁波、、杭州杭州、、
厦门厦门、、丽水等地丽水等地。。最先恢复开放的一最先恢复开放的一
批景区中批景区中，，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类景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类景
区占比最高区占比最高，，其次是动植物园和城市其次是动植物园和城市
观光类景点观光类景点。。

还有一些景区选择通过加大优还有一些景区选择通过加大优
惠力度方式吸引游客惠力度方式吸引游客。。55月月11日前日前，，西西
湖景区下属的岳王庙湖景区下属的岳王庙、、黄龙洞黄龙洞、、飞来飞来
峰峰、、郭庄郭庄、、三潭印月等三潭印月等1616处收费公园处收费公园
景点向境内外游客免费开放景点向境内外游客免费开放。。中国中国
四大皇家园林之一的西安华清宫景四大皇家园林之一的西安华清宫景
区近日发布消息称区近日发布消息称，，33月月3131日之前日之前，，该该
景区免费向全国游客开放景区免费向全国游客开放。。

智能防疫智能防疫、、智慧引导智慧引导、、
分流限流等措施保障防疫安全分流限流等措施保障防疫安全
记者发现记者发现，，虽然当前出游人数仍虽然当前出游人数仍

远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远远低于往年同期水平，，但从互联网但从互联网
旅游平台的销售数据来看旅游平台的销售数据来看，，公众出游公众出游
需求正在回暖需求正在回暖。。22月第四周月第四周，，携程线携程线
上门票销售量环比上升上门票销售量环比上升160160%%，，33月第月第
一周则增长了一周则增长了173173%%。。

保障游客防疫安全成为旅游业保障游客防疫安全成为旅游业
健康回暖的重中之重健康回暖的重中之重。。各地景区因各地景区因
地制宜采取智能防疫地制宜采取智能防疫、、智慧引导智慧引导、、分分
流限流等措施保障游客安全流限流等措施保障游客安全。。

温度显示温度显示““3636..66℃℃”、”、进入自动消进入自动消
毒模式……江西三清山景区入口处毒模式……江西三清山景区入口处，，
南昌游客陈宇芬和家人走过高南昌游客陈宇芬和家人走过高 22..55
米米、、宽宽11..33米米、、外观形似电话亭的智能外观形似电话亭的智能
防疫一体机防疫一体机，，完成智能检测完成智能检测。“。“游客穿游客穿
过箱体过箱体，，短短几秒钟就可完成自动测短短几秒钟就可完成自动测
温温、、消毒等全过程消毒等全过程。”。”江西三清山旅游江西三清山旅游
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颜金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颜金
红介绍红介绍。。

在重庆在重庆，“，“惠游码惠游码””成为游客游览成为游客游览
景区的健康通行证景区的健康通行证。。该码支持该码支持““重庆重庆
文旅应急疫情防控申报系统文旅应急疫情防控申报系统””通过游通过游
客健康数据实名制采集客健康数据实名制采集、、景区疫情防景区疫情防
控工作实时数据监控和分析控工作实时数据监控和分析，，实现景实现景
区防疫追溯高效精准区防疫追溯高效精准。。

在北京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和奥林匹克玉渊潭公园和奥林匹克
森林公园森林公园33月月1111日起实施限流管控日起实施限流管控
措施措施，，分别采取单向游览分别采取单向游览、、分时分段分时分段
入园等措施降低游客聚集风险入园等措施降低游客聚集风险。。到到
颐和园游玩的游客则需至少提前一颐和园游玩的游客则需至少提前一
天预约天预约，，园区按照不超过瞬时承载量园区按照不超过瞬时承载量
的的3030%%进行游客量管控进行游客量管控。。

携程与恢复营业的多地景区合携程与恢复营业的多地景区合
作作，，推出包括无接触服务推出包括无接触服务、、实名制认实名制认
证证、、大数据防控预警大数据防控预警、、预订页面显示预订页面显示
景区限流人数等措施景区限流人数等措施，，并提供并提供““秒入秒入
园园”“”“无忧退无忧退””等便捷门票服务等便捷门票服务。。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
长刘思敏认为长刘思敏认为，，当前疫情仍未结束当前疫情仍未结束，，
已开放的景区应特别注意做好员工已开放的景区应特别注意做好员工
防疫培训和旅游服务中心等公共场防疫培训和旅游服务中心等公共场
所消杀工作所消杀工作。。各地应严格依据旅游各地应严格依据旅游
法律法规制定流量控制法律法规制定流量控制、、人员间隔距人员间隔距
离等方面的标准离等方面的标准。。他还称他还称，，当前不建当前不建
议开放博物馆等封闭类的景区议开放博物馆等封闭类的景区。。

未来未来
将助力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将助力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

文化和旅游部等文化和旅游部等2323部门近日联部门近日联
合印发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中明中明
确提出确提出，，要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要重点推进文旅休闲消费提
质升级质升级，，包括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包括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
品品、、改善入境旅游与购物环境改善入境旅游与购物环境、、创新创新
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模式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模式33大举措大举措。。

““防疫期间防疫期间，，数字技术在优化旅数字技术在优化旅
游公共管理游公共管理、、保障游客利益等方面发保障游客利益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挥了重要作用。”。”刘思敏表示刘思敏表示，，不少智不少智
能技术应用在抗疫期间融入旅游业能技术应用在抗疫期间融入旅游业
场景场景，，将大大拓宽未来旅游智能应用将大大拓宽未来旅游智能应用
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助力提升游客消费体验助力提升游客消费体验、、
提高行业经营效率提高行业经营效率。。

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
书长曾博伟认为书长曾博伟认为，，文旅企业应聚焦产文旅企业应聚焦产
品创新品创新、、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
满足游客不断升级的体验需求满足游客不断升级的体验需求。。

同程集团与一些科技公司合作同程集团与一些科技公司合作，，
启动启动““云旅行云旅行””VRVR体验计划体验计划，，推出推出““线线
上云游上云游”，”，帮用户实现足不出户帮用户实现足不出户，，云游云游
天下天下。。此外此外，，部分企业还依托人工智部分企业还依托人工智
能能、、55GG商用等技术商用等技术，，积极推动对智慧积极推动对智慧
旅游旅游、、住宿领域的探索住宿领域的探索，，创新旅游产创新旅游产
品与营销模式品与营销模式。。

也有专家提醒也有专家提醒，，应注意行业中的应注意行业中的
薄弱环节薄弱环节。。

““旅游全产业链复工是旅游业复旅游全产业链复工是旅游业复
苏的关键苏的关键。”。”江西省旅游文化研究会江西省旅游文化研究会
副秘书长曹国新告诉记者副秘书长曹国新告诉记者，，当前旅游当前旅游
行业中的小微企业行业中的小微企业、、导游群体导游群体、、景区景区
雇员等是产业链条中的相对薄弱环雇员等是产业链条中的相对薄弱环
节节。。以往产业链中常用互相赊销的以往产业链中常用互相赊销的
方式运营方式运营，，导致某一环节一旦出现断导致某一环节一旦出现断
裂后裂后，，债务风险即迅速向上下游蔓债务风险即迅速向上下游蔓
延延。。他提醒他提醒，，有关部门应善用各类政有关部门应善用各类政
策工具策工具，，规避规避““三角债三角债””等风险点等风险点。。

此前此前，，文化和旅游部下发通知文化和旅游部下发通知，，
要求通过强化劳动权益保护要求通过强化劳动权益保护、、开展线开展线
上免费活动等方式保持疫情期间导上免费活动等方式保持疫情期间导
游队伍稳定游队伍稳定，，为旅游业恢复发展蓄力为旅游业恢复发展蓄力
储能储能。。

（（来源来源：：新华网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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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桃花盛开的时节，我市白水洋镇、括苍镇等地的
桃花枝梢交错，争相绽放，八方游客慕色而来，沉醉在这美好
的春光中。 卢呈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