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公共场合抽烟、 大声喧

哗、插队、早餐占位争食……”

中国青年旅行社资深导游杨婧

长期带团前往日本和泰国，她总

结了国内游客最常出现的不文

明行为，“遇上这些不文明行

为， 我们只能言语劝阻游客，如

果实在不听，也只能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

杨婧说，在泰国和日本很多

公共场合，都会有专门的中文牌

子，提醒游客禁止吸烟、不扔垃

圾、按序排队。近年来，出境游游

客因为不文明行为被当地施予

重罚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那么，

如何才能做一个文明有礼的中

国游客呢？

首先，在公共场合不要大声

喧哗。杨婧说，中国团的“吵闹”

程度十分惊人， 建议游客在餐

厅、 酒店等公共场合轻声细语，

避免引人侧目。

其次，要排队礼让。 “出门

在外，都很着急，机场要排队、景

区要排队、吃饭要排队、上车上

船要排队、买东西要排队。 ” 杨

婧说，不少游客有“一人排队，

全团不愁” 的想法，在一些景区

安排旅行团中的一个人排队，然

后好多人忽然 “加塞插队” ，这

样的做法本就有失礼仪，加上异

国他乡语言不通，很容易引起误

会和争吵。希望更多的游客树立

主动排队、 自己排队的概念，严

格遵守公共秩序。

第三，不在公共场合抽烟。

“在很多国家，‘吸烟’ 不仅是

行为不文明那么简单。 在公共

场合抽烟被列为违法行为，将

会受到严惩。 ” 杨婧说， 在泰

国， 她的团员就曾发生过在沙

滩上抽烟被罚款的事件， 自己

出团也会反复强调这一规则。

目前， 国外很多场合都严格禁

烟，如有抽烟需求，请一定先看

清周边警示标志， 或者向导游

咨询。 否则，因违规抽烟被罚款

就得不偿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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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资讯

长三角统一旅游诚信

“红黑名单” 标准

长三角三省一市日前发

布统一的旅游诚信“红黑名

单” 标准及奖惩措施，推动

长三角地区文化和旅游高质

量发展， 为游客权益保驾护

航。

两份区域性文件《长三

角地区旅游领域市场主体

及其有关人员守信行为认

定标准和联合激励措施（试

行）》《长三角地区旅游领

域市场主体及其有关人员

严重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和

联合惩戒措施 （试行）》由

沪苏浙皖信用主管部门以

及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共

同发布，主要覆盖长三角地

区的旅行社、星级饭店及 A

级景区等旅游企业以及上

述市场主体的法定代表人、

导游等。

旅游市场主体需要同时

符合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

为“优 -” 及以上等级且三

年内无其他违法违规失信行

为，才能纳入“红名单” ，从

而获得科技、 税收等领域支

持。

“黑名单” 的认定标准

主要包括旅游市场主体及其

有关人员受到吊销旅行社业

务经营许可证、导游证处罚；

旅游市场主体发生重大安全

事故且旅游市场主体负主要

责任； 旅游市场主体及其有

关人员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

益造成游客滞留或者严重社

会不良影响等 6 种情形 。

“黑名单” 主体将面临长三

角各地相关部门实施的限制

或禁止市场准入、 加强日常

监管、 限制获取专项资金等

7 大类共计 22 项联合惩戒

措施。

“红黑名单” 将通过长

三角文旅部门官方网站及

“信用长三角” 平台对外公

布。 陈爱平

国庆长假将至，不少贵阳市民选择出境游，资深导游提醒：

提前做好功课

文明有礼出游

陕北民歌博物馆

让游客体验“引吭高歌”

过去， 陕北农民站在黄

土高坡上引吭高歌，婉转、高

昂的曲调在山峁间回荡；如

今， 在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

阳区的陕北民歌博物馆，穹

幕影院、 真人演唱、 实景还

原、民歌教学、录音制作……

观众可以通过传统演唱与现

代科技交融的方式感受陕北

民歌的魅力。

陕北民歌博物馆是一座

集收藏、陈列、展演、研究、

传播陕北民歌为一体的功

能性音乐类博物馆，布展面

积约 5680 平方米。 涵盖传

统陕北民歌展区、革命历史

陕北民歌展区、新时期陕北

民歌展区、陕北民间音乐艺

术展区以及研究专题等 6

大展区。

走进民歌博物馆，首先

可以在穹幕影院欣赏一段

沉浸式的民歌表演。 博物馆

内配备的多媒体视听设备

可供游客随意点播，有兴趣

的观众还可以按照展出的

曲谱现场“来一曲 ” ，博物

馆还贴心地总结出秧歌的

几十种场图，观众踩着秧歌

步， 配着歌手的现场演唱，

博物馆瞬时变成热闹的体

验演出舞台。 博物馆每周六

还会为爱好民歌的市民开

设公益性质的教学课。

黄土高原独特的自然

环境和地理风貌，赋予了陕

北民歌高亢粗犷的浓郁地

方特色 ，2008 年被列入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博物馆建成后很

受陕北和内蒙古、山西等地

观众喜欢，不少观众来过多

次，有的表演嘉宾就是从观

众中挑选出来的。博物馆去

年 5 月建成以来，接待游客

超过 14 万人次。 ” 陕北民

歌博物馆馆长薛晓红说。

李亚楠 姜辰蓉

坐飞机忘带身份证？

有二维码就够了！

来自中国民航局的消

息， 全国 203 家机场近日正

式启用 “民航临时乘机证

明” ， 今后乘客如忘记携带

身份证， 只要使用微信生成

二维码即可快速办理值机、

登机。

据民航局公安局副局

长李岩介绍，该系统由申办

软件与验证设备组成，申办

软件登录方式有三种：一是

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点击

“民航临时乘机证明” ，二

是用微信扫描小程序二维

码， 三是在微信 “城市服

务—交通出行” 中点击“临

时乘机证明” 选项。 旅客登

录后按照提示步骤可以很

快完成申请， 提交后 60 秒

内即可获得电子防伪二维

码，凭此二维码办理值机手

续和接受安全检查，有效期

为 15 天。 如果超过 15 天，

则可以再一次申办，且不收

取任何费用。

据了解， 如果旅客需要

办理行李托运， 同样可以拿

着这份临时乘机证明在值机

柜台进行身份验证。

叶昊鸣 齐中熙

����眼下已经进入国庆长

假的倒计时阶段。 记者从

贵阳市各大旅行社了解

到， 随着贵阳市国际航线

的日益增加， 在国庆长假

选择出境游的市民越来越

多，泰国、日本、新加坡、缅

甸、 俄罗斯等拥有直航线

路的出境团最受市民青

睐。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

联合国内知名旅游网发布

的 2018 年至 2019 年出境

“新跟团游” 大数据报告

显示，2019 年上半年出境

跟团游十大“黑马” 城市

中，贵阳市以 136%的增长

率位列第二。

每个行走在外的中国

人，都是一张中国名片。然

而，近年来，因为不文明行

为或不了解当地习俗而发

生的旅游纠纷事件越来越

多， 不仅影响游客的出游

心情， 还会产生不小的经

济损失。因此，资深导游提

醒贵阳市民， 出境游应提

前做好“功课” ，规范文明

行为，谨记风俗禁忌，莫让

“出境游” 变作 “出境

忧” 。

部分国家法律习俗一览

� � � � 根据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途

牛旅游网对外发布《2019 国庆黄

金周旅游趋势报告》以及贵阳市

各大旅行社的数据显示， 贵阳出

境游的前三大热门目的地为泰

国、日本、新加坡。为此，记者特别

整理部分出境游小知识， 希望贵

阳游客能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泰国：泰国是佛教国家，应尊

重寺庙和僧侣，进入寺庙参观保持

衣着端庄，穿短裤、背心的游客，可

以在寺庙门口领取围巾裹住身体

再入内参观。泰国任何寺庙都禁止

拍照和吸烟。 此外，电子烟在泰国

是违禁品，携带、使用电子烟，最高

将被判以 5年监禁或不超过 10 万

人民币罚款。在泰国，有 24处海滩

全面禁烟和禁止丢弃垃圾，一旦违

反将被处以 1 年监禁或 2 万人民

币罚款。 泰国是个小费国家，如果

被泰国人的服务和微笑打动，不要

吝啬，给一些零钞作为小费，但切

记别用硬币当小费。

日本：自今年 1 月起，日本对

从日本出境的游客征收离境税，

游客离境需缴纳 1000 日元离境

税。 在日本的公共交通上，禁止使

用电话， 实在有急事需要使用，必

须小声说话； 如乘坐的是火车，可

以到车厢连接处接听。日本街头免

税店众多，请携带护照购买，需要

退税的商品不能在日本境内拆开

包装使用。

新加坡：新加坡管理和法律之

严早已名声在外。 游客随地吐痰、

丢弃垃圾， 将被罚款 1000 新元；

禁止携带口香糖入境；所有公共场

合和有空调的商店都属于禁烟区，

违者将被罚款 500新元。 在公共交

通中禁止喝水和饮料，否则将被罚

款；如厕不冲水，也会被罚款。 新加

坡的酒店、餐馆消费已经包含 10%

的服务费，因此不必再付小费；新加

坡机场内禁止付小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遵守公共秩序，树立文明出游意识

� � � � 9 月 19 日，有媒体报道，一

名中国游客在入境尼泊尔时，因

为佩戴超过 50 克的金饰而被扣

留， 交付巨额罚款后才得以离

开。 此前也有报道称，一位中国

游客在入境新西兰时，因为携带

植物种子却未按要求填报入境

表， 被罚款人民币 14486 元。

“因为对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

入境要求和法规不了解，经常有

游客被罚没财物。 ” 杨婧说。

“记得一次在日本带团，寺

庙内已经标明 ‘土足禁止’ ，意

思是不能穿着自己的鞋子行走，

我也向团员作了说明，可依旧有

人我行我素。 还有一次在泰国，

也有团员不按要求着装进入寺

庙，被驱逐出来。 ” 杨婧说，旅行

团出发前，导游都会向团员介绍

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风俗习惯

和法律法规，希望游客能谨记并

遵守。

据了解，近几年来，为了提

升旅游文明水平，打造优质旅游

文化，我国陆续出台《导游领队

引导文明旅游规范》《旅行社出

境旅游服务规范》 等一系列规

定，督促旅行社和导游领队落实

文明旅游相关工作。 此外，有关

部门还针对旅游中的行为出台

“红黑榜” ，惩戒不文明游客，褒

扬文明旅游正能量。有关部门还

会建立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行

为记录形成后将保存一至两年，

会影响游客再次旅游，严重的甚

至会影响到出境、银行信贷等。

“游客旅游行为不仅受到

《旅游法》约束，也受到包括出

入境法、航空法、交通运输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限

制。 一旦违反规定，违规者将依

法受到治安处罚，或被追究刑事

责任。 ” 杨婧说。

谨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 � � � 马来西亚双威 乐园 的

禁烟标识。 风槿 摄

美丽的泰国。 视觉中国 /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