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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 � � � “在黔东南玩了三天，还

去了梵净山景区，我们已经计

划下次自驾去看‘天眼’ 了。”

国庆长假虽然已经结束，来自

四川成都的罗先生还在不断

回味一家四口在贵州的自驾

游，几天的深度游体验，让他

们开始计划下个假期的贵州

之旅。

罗先生说，现在贵州交通

条件十分方便，自驾可以自己

掌控节奏，相比起来，他们一

家更享受慢节奏的深度游。

“除了看景， 我还喜欢了解当

地的文化。 ”

近年来，和罗先生一样选

择到贵州自驾的游客越来越

多。 据携程发布的《2019 年国

庆自驾出行报告》， 国庆长假

期间， 贵阳租车自驾增长接近

100%。一家知名旅游网站在国

庆长假前夕也曾发布，“贵州

自驾最美路线” 成为热搜词。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

厅长汪文学说，随着大家生活

条件的改善，游客旅游心理和

旅游行为逐渐在发生变化。 依

靠自身的天然景观、人文景观

优势，自驾游在贵州呈现出逐

年看好的发展趋势，尤其在近

两年，自驾游成为周边省区游

客赴黔旅游的主要选择方式。

据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

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信息，国

庆期间，贵州共接待入黔游客

2855.7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3.91%，各主要景区、乡村旅

游点的停车场基本饱和。 自驾

游游客主要来自湘、 渝、 粤、

桂、川等省（市、自治区）。 在

纳入监测的景区中， 有 60 家

景区自驾游客占比达到 65%

以上。

汪文学分析， 连续几年，

贵州针对省外游客推出限时

享受门票半价、高速公路通行

费免费或半价优惠等活动，大

幅降低游客旅游成本， 贵州

“避暑游”“温泉游”“天文科

普游” 等名声逐渐打响。 而交

通条件的大幅改善更为贵州

自驾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

础条件。

2015 年贵州实现县县通

高速。 贵州还积极响应普通国

省干线 “畅安舒美” 创建号

召， 大力提升公路通行能力、

规范交通设施，在公路沿线增

设加水点、开辟旅游纪念品售

卖点，修建观景台和停车休息

区等，为自驾游游客进一步提

供便利。

公路硬化到村民小组“组

组通” 工程的实施，也带动了

贵州乡村旅游的发展，让乡村

旅游景点成为短途自驾游客

休闲、旅行的主要选择。

贵州丰富的山地资源则

成了自驾车露营营地建设的

优势条件。 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贵州已建成、在建及规划中

的自驾游露营营地超过 30

个。 营地除能提供加油补给、

出租帐篷等基础营地服务外，

还针对分布在河谷、 景区景

点、山岳等特点，与山地旅游、

体育旅游、民族文化旅游等结

合，增设户外运动、温泉、图书

馆、俱乐部等功能。

全域旅游的发展则让贵

州打造精品自驾游线路成为

可能。 2013 年，贵州启动 100

个旅游景区建设，将丰富的人

文、自然、民族文化资源变成

旅游产品，并推出一批精品自

驾游线路，让游客既能感受诸

如黄果树大瀑布、梵净山、“中

国天眼” 、 西江千户苗寨等名

胜，又能体验天河潭、乌蒙大

草原、贵定金海雪山等新旅游

业态。

肖艳

贵州何以成

自驾游火爆之地

新华社拉萨电 （记者 陈

尚才 春拉） 来自西藏自治区

旅游发展厅的消息，为继续扩

大“冬游西藏” 影响力和号召

力，第三轮“冬游西藏·共享地

球第三极” 优惠活动于 10 月

15 日正式启动 。 西藏将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0

年 3 月 15 日对进藏旅游者实

行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除寺

庙景区外，包括布达拉宫等全

区国有 3A 级 （含 3A 级）以

上景区免费游览。

据介绍，第三轮“冬游西

藏” 优惠政策有以下几个方

面：除寺庙景区外，布达拉宫

等全区国有 3A 级 （含 3A

级）以上景区免费游览，国有

3A 级以下和非国有 A 级景

区门票在淡季价格基础上减

半；全区三星级（含三星级）

以上星级宾馆（饭店）、国际

品牌及精品酒店房价按照不

高于旺季价格的 50%执行；旅

游运输企业按照不高于旺季

价格的 50%执行旅游淡季价

格；各航空公司淡季平均折扣

不低于 50%，鼓励区内旅行社

与航空公司达成合作；对通过

旅游包机、专列形式，组织旅

游者进藏旅游的企业予以奖

励；对区内旅行社组团累计接

待游客达到 1000 人（含 1000

人） 以上的予以奖励 10 万

元， 每增加 100 人 （含 100

人）追加奖励 5 万元，单个旅

行社累计奖励金额不超过 80

万元。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 自 2018 年西

藏启动“冬游西藏” 优惠活动

以来，经过第一、第二轮“冬游

西藏” 市场促进优惠政策的开

展，顺利破解了西藏旅游“半

年经济” 难题，助推旅游业进

入发展快车道。

第三轮“冬游西藏” 启动

布达拉宫等景区

持续五个月免费游览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

郝玉）十月，是丰收的季节，也

是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沙

棘采摘的最佳时节，连片的沙

棘果树染红了阿尔泰山，一串

串金灿灿的果实与秋日的暖

阳交相呼应，形成一幅醉人的

秋日胜景。 满目晶莹剔透的

“金果果” ， 引得各地游客纷

至沓来。 秋阳之下，大家悠闲

地漫步沙棘林中，剪枝、采摘、

品尝，乐在其中。

“以前都在超市里买，也

没在林子里自己摘过，今年特

意到新疆体验一下。 不知道是

不是因为自己亲手摘的，尝起

来特别有滋味。 ” 浙江游客兰

雪芬说。

青河县是我国著名的沙棘

产地， 这里近 10 万亩大果沙

棘因果大、汁多、味甜，品质远

近闻名。 近年来，当地大规模

推广种植沙棘，原本默默无闻

的县城渐渐热闹起来。

别看金灿灿的沙棘身子

小， 它不仅为青河聚起人气，

也为当地百姓带来一笔稳定

收入。 据青河县旅游部门统

计，今年以来当地接待游客 58

万余人次， 同比增长 40%；辐

射带动就业 7000 余人， 年人

均增收 2000 余元。

如今，“丰收游” 正逐渐成

为新疆休闲旅游的重要内容：

新疆农业博览园种植有机蔬

菜， 不仅品种多样， 而且四季

可采摘；阜康市王母桃园发展

起占地 1200 亩的果蔬文化产

业博览园；库尔勒市打造“春

赏花、 夏避暑、 秋摘果、 冬观

雪” 的休闲观光旅游基地……

新疆各地陆续建成集观赏、采

摘、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田园

综合体，“丰收游” 成为拉动

当地经济增长和带动村民增

收的重要方式。

“丰收游” 成新疆秋季

旅游爆款

观景、摘果、泡汤、野营———

贵阳秋游正当时

资讯

����相比热热闹闹的夏日避暑季来说，贵阳的秋季也有不一样的魅力：火红的枫叶、金黄的

银杏、丰收的果园、氤氲的温泉，还有秋高气爽、天蓝风轻的高坡草原……正是秋游好时节，

不如找个周末约上亲朋好友出行，在大自然的拥抱下，尽情享受诗意情怀。

层林尽染

秋景带红一众美照打卡地

“国庆之后，就开始陆续有客人打电话来问我，村里

的那两棵老银杏树叶子黄了没？ ” 虽然已经过了避暑旺

季，修文县大木村平香源客栈的宋老板依旧很忙碌，“过

去忙完避暑季就进入淡季了， 如今因为两棵百年老银杏

树，村里又变成了‘网红打卡地’ ，我们的旅游旺季也延

长了。 ”

宋老板说，村里有两棵 400 多年的银杏树，过去大家

可没有想过这两棵老树还给他们带来旅游收入。 “大概

是前年开始的，10 月下旬， 树叶黄了以后就会有很多市

民来拍照。 ” 银杏叶黄的时节，宋老板的农家乐生意很

好， 游客中既有长枪短炮的专业摄影爱好者， 也有拍婚

纱、拍古装的，一到周末热闹得很。

“黄金大道、香火岩，是我们几个摄影发烧友秋天

必去的地方。 ” 退休后的张军成是摄影爱好者，对他们

来说，贵阳的秋天非常的美。 “花溪黄金大道是老‘招

牌’ 了，金黄色的落叶配上一条绿河，很容易出片子。 ”

张军成说，去年在摄友的推荐下，他们还去了开阳县禾

丰乡的香火岩景区， 那里的红叶也让他们很是震撼，

“景区里有百亩红叶观赏区，漫山遍野的红枫真是很美

丽。 ” 老张得意地说，在那里拍的照片发在朋友圈，得到

了一致好评。

在市民赵晓涵心中，观赏枫叶最好的地方，是红枫湖

畔的红枫岭。

“红枫配碧波，就像打翻了调色盘那样绚丽多彩，非

常漂亮。 ” 赵晓涵说，今年她准备约上几个一起玩古风的

朋友，去那里拍一套古风照片，“效果肯定会很好，我们

都很期待。 ”

亲近自然

带上装备当回户外达人

体验采摘

丰收果园变身“周末乐园”

修身养性

温泉水里尽享“泡汤时光”

市民谢军是野钓达人和露营达人， 对于贵阳周边适

合露营的地方， 他如数家珍：“夏天住帐篷太闷热， 蚊虫

也多。 秋天气温刚好，蚊虫也基本没了，秋天才是露营的

最好季节。 ”

谢军说，只要不下雨，他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女儿

去露营，“城里孩子太娇气， 多在户外接触大自然， 才能

锻炼出毅力和耐力。 ”

“一定要在秋天的夜晚，去花溪高坡看一次星星。 ”

摄影爱好者小赖说，秋天的高坡美得不得了，“我去年秋

天在高坡住了一夜，拍了星空和日出，感觉那是我最好的

作品了。 ”

小赖说， 高坡是贵阳的海拔制高点， 因为风景独

特， 而且拥有超大片草坪， 一直受到露营爱好者的青

睐。从夏季到秋季，高坡的夜晚都很热闹，“到了周末，

露营的人简直成群结队，有烧烤的，有吃火锅的，甚至

还有跳舞和唱歌的。 ” 小赖笑着说，贵阳爱露营的人真

不少。

“我们基地自今年 7 月开业以来，每逢周末都会

爆满，基本提前一周就已经预定满员。 ” 高坡扰绕露

营基地相关负责人说。

露营基地相比 “野地露营 ” 对装备的要求更

少 ，市民不必购买大量昂贵的装备 ，也不必跋山涉

水 ，只要开车就能到基地开启一次露营之旅。 露营

基地的出现， 让更多市民更容易实现与自然亲近

的愿望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钱丽 /文 石照昌 /图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对于一天到晚忙碌的城里

人来说，周末走进乡村体验丰收是不错的选择。 近

年来，随着贵阳市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兴起，秋季乡

村采摘游也越来越受欢迎。

“葡萄的采摘季很长，眼下仍是采摘的好时候。

天气好的周末，我们这里生意好得很。” 乌当区马头

村村民王平种了不少葡萄，包括玫瑰香、金手指、巨

玫瑰、美人指等 13 个品种，凭借种葡萄和发展采摘

游，他家修起了三层楼的小洋房。

“现在城里人喜欢来乡下体验，最喜欢就是自

己动手摘果子。 ” 王平说，采摘游带旺了人气，不仅

带来直接的旅游收入，还免费给他家的葡萄做了宣

传，“不少客人都是多年的老熟客，他们还会留下联

系方式，让我寄货进城。 ”

“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吃到最新鲜的水果。 ” 说

起为什么喜欢往农庄里跑，市民蒋宇数了一大堆理

由。 采摘游是蒋宇家喜欢的秋游方式，从摘梨子、摘

桃子到摘葡萄，他家都体验过，“听说修文的猕猴桃

也熟了， 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朋友， 准备找个周末

去。 ”

“随着贵阳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乡村旅游

软硬件设施日益完善，‘秋采摘’ 已经成为贵阳市打

造‘全季旅游’ 的重要环节。 ” 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越来越多优质品种

的果蔬在贵阳各乡村铺开，“秋采摘” 的市场和收入

会越来越大，农旅融合的成效也将日益显现。

金黄的丰收季，正是秋游好时节。

游客在乌当区枫叶谷景区游玩。

游客在修文六广温泉景区休闲。

游客在花溪区高坡乡露营。

“下雨当过冬，贵阳这个星期太冷了，周末必须

去泡温泉驱寒气。 ” 市民梁慧说，因为有温泉，降温

后也有好去处。

与梁慧有同样感受的， 还有从上海来贵阳工

作的王博：“贵阳秋冬季比较湿冷。 但是贵阳有那

么丰富的温泉资源， 这一点比上海舒服得多，贵

阳人真是有福气。 ”

记者了解到，随着冷空气来袭，贵阳市各大温泉

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开始持续上升。 “我们国庆期间

接待游客 53231 人次；而国庆过后，由于气温走低，

游客人数有增无减。 ” 息烽温泉疗养院值班经理告

诉记者。

“周末带孩子去了四季贵州水世界， 室内也有

很多游乐设施，孩子玩得很开心。 ” 市民顾平说，现

在贵阳市的温泉景区游乐项目越来越多，相比过去

单纯的“泡一泡” ，游乐设施显然更能吸引游客和

留住游客。

顾平说， 爱玩水是人类的天性 ， 尤其是孩

子，能在寒冷的秋冬玩水，真是不错的消遣娱乐

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