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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冬季里邂逅最美景色
——
—12 月最佳旅行地推荐
这个冬天， 你是在北方裹着貂， 还是
在南方露着腰？ 即将到来的 12 月是今年最
后可以浪的一个月， 不管冬天的气息再浓
烈， 寒风再呼啸， 也别忘了去看看世界！
你可以踏雪、 泡温泉， 看日落与白雪相映
成趣； 或者可以去看樱花、 甚至找个地方
过春天。 为你奉上 12 月这些最美的旅行
地， 趁着最后 1 个月， 踏上旅途放松心情。

大理无量山樱花谷
春花开得最早的地方

四川海螺沟

每年 12 月中旬， 全国大部分地区天寒
地冻， 而美丽的云南南涧县却春意盎然。
一株株粉色的冬樱花开满了山谷， 粉樱花
团锦簇， 漫步其间， 绚烂多姿， 丝毫感觉
不到一丝丝冬季萧瑟的气息。 若是早晨来
无量山， 你也许还能看到一幅幅缥缈朦胧
的景象， 漫步其中， 恍若置身油画之中。

大理无量山樱花谷

四川海螺沟
冰火两重天的童话世界
海螺沟位于贡嘎雪峰脚下， 以低海拔
现代冰川著称于世。 晶莹的现代冰川从高
峻的山谷铺泻而下； 巨大的冰洞、 险峻的
冰桥， 使人如入神话中的水晶宫。 到了冬
天， 整个海螺沟一片白雪皑皑， 露天温泉
池的蒸汽滚滚腾空， 原始森林中的绿树与
奇花异草朦胧一片， 影影绰绰。 在万木葱
茏的沟中， 白雾飘忽不定， 群山若隐若现，
恍如仙境。

安徽黄山
冬天才是最美的季节
黄山有四绝： 奇松、 怪石、 云海、 温
泉， 其中的奇松， 在冬日呈现“雾淞” 绝
景， 怪石则因雪的掩盖而更显嶙峋， 冬天

北京博物馆发售通票
每张 120 元包含 113 个景点
北京博物馆学会日前首发 2018 年北
京博物馆通票， 市民可以在全市各邮政
支局、 博物馆、 新华书店的主要门店购
买， 也可以通过热线、 网站和官微购票。
据悉， 该通票收集了历史、 科技、 艺术、
文化场馆旅游景点、 免费开放博物馆 5
大类， 共 113 家博物馆、 科普教育基地
和文化旅游景点。
通票所含博物馆、 景点， 绝大部分
提供成人两人次免费或优惠折扣， 并对
儿童实行免票或优惠折扣。 通票零售价
为 120 元， 减免总价值超过了 3000 元。
（千龙网）

网络口碑成为旅游景区
评定重要指标
针对我国首度发布 5A 景区口碑榜，
国家旅游局规划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旅
游景区的品质怎么样， 应该由消费者说
了算。 口碑决定景区的形象， 也将推动
景区产品和服务的进一步提升。 由此，
网络口碑被认定为旅游景区评定的重要
指标。
据悉， 在最新公布的全国 5A 口碑景
区十强中， 北京天坛公园、 苏州园林、
扬州瘦西湖景区、 福建土楼等入围。 业
内普遍认为， 国家“十三五” 旅游发展
规划中提出， 建立游客评价为主的在线
旅游目的地评价系统和网络旅游舆情检
测系统， 社交发布的内容成为 Web2.0 时
代最主要的内容来源。
据介绍， 截至 2017 年 10 月， 众誉
口碑大数据平台实时抓取的全国 250 家
5A 景区过去一年内国内主流 OTA 平台
（包括大众点评、 驴妈妈、 蚂蜂窝、 携程
等） 上 50 余万条的评价数据， 平均每个
景区 2000 条左右。 所有的数据都是普通
民众最真实客观的旅游评论， 再进行整
理、 分析、 集成， 将“大数据” 简化为
“小信息”， 以最直观的方式勾勒出本年
度广受社会认可和好评的 5A 景区。 这也
是首次针对全国所有的 5A 景区所做的网
络口碑排名。
（北方网）

安徽黄山

腾冲江东古银杏村

更是云海呈现的最多的时节……
冬天的黄山不仅不封山， 下过雪后，
还有种童话仙境的韵味。 每逢严寒隆冬，
满山玉树银花， 它非雪非霜， 而又比雪奇，
比霜美。 在灿烂的阳光中， 晶莹闪烁， 蔚
为奇观。 如果赶上一个好天气， 还能再看
到云海日出的壮观景象。

样子。 这里的最低气温曾达零下 52.3℃， 平
日里也经常有零下 40℃的情况， 所以如果
你敢挑战极寒的天气， 就去这里吧。 因为
这里极冷却也极美！

漠河北红村
恭喜你找到北啦

北方已进入冬季， 而腾冲的秋天在 12
月开的正是灿烂。 这个藏在滇西腾冲的原生
态村庄，每到深秋，房前屋后，黄叶纷
飞，异常美丽。 珍贵的百年银杏树让
这个小村庄显得古朴
和深邃。 虽然云南的
美景太多， 但深秋最
美的， 可以让你体验

拥有最北的邮局、 最北的哨所、 最北
的金融机构……从你踏上漠河的这片土地
开始， 象征着你已经来到我国大陆最北的
临江小镇——
—北红村。
这里的雪景毫不逊色于雪乡， 很多小
木屋错落群集在一块儿， 很有童话小镇的

漠河北红村

到秋天般童话梦境的，只有银杏村。
今年的最后一个月， 选一个主题， 定
一个地方， 说出发就出发吧！
（搜狐网）

腾冲江东古银杏村
赴一场秋天的童话

小猪佩奇主题乐园：

明年率先登陆北京和上海
上海迪士尼开园后巨大的客流量让
更多旅游业从业者意识到了 IP 的重要
性。 据 2017 第二届中国旅游 IP 高峰论
坛消息， 包括以“小猪佩奇” “惊魂密
境” 等 IP 为主题的乐园也将在不久的
将来登陆中国的北京、 上海等城市。 而
中国本土的 IP 品牌“熊出没” 也将拥
有自己的主题乐园。
作为全球第二大主题娱乐公司， 默
林娱乐集团未来数年内将在中国有更多
部署。 “默林将把中国市场作为未来发
展的重要重心。” 默林娱乐集团中国区
总经理陈洁说。
默林旗下的知名的 IP 品牌包括乐
高乐园、 杜莎夫人蜡像馆以及以海洋探
索为核心内容的 SEA LIFE 等。 根据
今年 3 月公布的消息， 即将进入中国的
乐高主题乐园将选址上海淀山湖畔， 预
计 2020 年动工， 2022 年完工。
除了上述品牌之外， 默林还不断尝
试着一些新的 IP 合作， 陈洁称， 最近
默林宣布了和佩奇猪、 贝尔大冒险的合
作， 并会在全球推出以这些为原创的产
品体验。
这些 IP 品牌的主题乐园或短途游
产品也有登陆中国的计划。 陈洁介绍，
明年在上海著名的南京路上会开出中国
大陆市场第一家的“惊魂密境”， 与默
林集团已经在上海布局的长风海洋世

界、 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和上海乐高探
索中心 3 个景点形成营销、 运营商的协
同效力。
中国儿童喜爱的卡通人物小猪佩奇
也拥有自己 IP 的主题乐园。 “小猪佩
奇乐园是以 《小猪佩奇》 的动画故事作
为题材进行设计的， 针对的是学龄前的
亲子家庭。 计划明年将在上海、 北京率
先推出两个小猪佩奇的主题乐园。” 陈
洁说， “我们会把佩奇猪作为室内和室

外的游乐场， 为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进行助力。”
为了让游客们在主题公园内停留
更长时间， 默林集团还计划在旗下的
主题公园内引进体验式的住宿体验，
在乐园的酒店内也引入 IP。 “到 2020
年目标是目前默林旗下所有的主题公
园能够推出增加 2000 个房间， 使得更
多的游客能够拥有难忘的住宿体验。”
（搜狐网）
陈洁称。

《东方快车谋杀案》或催热境外火车游
近日电影 《东方快车谋杀案》 正在
热映， 影片中精致的火车场景让人向
往。 据了解， 目前一些旅行社以及欧铁
等企业也在推出境外火车游的相关产品
和服务。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不同主
题、 不同档次的境外火车游产品的推
出， 未来乘坐火车出境游有望成为新的
趋势。

比常规出境产品价格略高
驴妈妈旅游网相关负责人表示， 火
车主题游产品由于沿线风景优美、 汇聚
当地主要景点， 同时一些火车线路还和
热门电影相关， 因此该类体验往往能够
唤起游客的共鸣和互动， 是浸入式旅游
度假的一种。 目前， 针对高端商务游客
需求， 驴妈妈平台定制游也有火车主题
线路。
众信旅游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一
系列火车类影片的热播， 火车、 邮轮等
出行方式在出境游市场中运作得更加成

熟， 也逐渐被游客接受和喜爱， 其中像
内蒙——
—俄罗斯豪华专线列车， 瑞士雪
山观光列车， 法国 TGV 高速列车等丰
富多样的主题产品， 一经上市就得到了
游客的广泛认可， 很多游客都表示通过
乘坐当地火车， 能够更好的体验当地人
的生活， 是一种全新的感受。 据介绍，
由于火车游产品有专业领队带领游客前
往火车站、 购票、 上车等， 比起自己研
究线路、 查找火车站位置等， 免去了很
多繁琐的功课环节， 所以与常规旅游产
品相比， 加入火车的产品价格略高， 会
根据目的地、 乘坐火车的类型、 选择的
车舱等因素导致价格有所变动， 涨幅从
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自由行也可享受火车游服务
据业内人士介绍， 游客除了能够从
旅行社预订境外火车游产品外， 通过一
些订票网站也可以自己订票， 设计行
程， 同时一些境外目的地还推出了相应

的主题火车游服务供游客选择。 携程相
关负责人表示， 欧洲的高速火车或景观
列车都受到了游客很高的关注度。 而在
欧洲自由行产品中， 欧铁旅游是主要的
出游方式， 所以携程也推出了欧铁通票
产品。 同时， 目前临近滑雪季， 瑞士通
票的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而欧铁集团方面表示， 今年 12 月
31 日前， 欧铁为那些计划在今年冬季或
2018 年访问欧洲的中国旅客提供了八折
的促销活动。 欧铁通票可在购买后 11 个
月内使用， 游客可最大化的利用淡季机
票的促销、 住宿和其他省钱措施周游欧
洲，避免了旺季高峰旅游时的人满为患。
此外， 业内人士表示， 如果是多个
国家旅行的话， 可以买欧铁通票， 但需
注意有效期和使用天数。 而像“东方快
车” 算是全世界的奢华火车里名气最大
的， 其他比如西班牙、 爱尔兰， 日本、
东南亚地区也都有不同公司的豪华火车
线路。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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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东北首届牡丹节
明年元旦将在棋盘山绽放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棋盘山上， 花王
牡丹姹紫嫣红。 由棋盘山管理局、 棋盘山牡丹园、 沈
阳绿洲园林公司等部门联合举办的“花开盛世 盛京
盛情” 东北首届牡丹节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
日在棋盘山隆重举行。 72 种白黄绿粉红紫等几大色系、
数万盆精品牡丹将在冰雪严冬时节争奇斗艳、 竞相绽
放。
牡丹品种繁多， 色泽亦多， 以黄、 绿、 肉红、 深
红、 银红为上品， 尤以黄、 绿为贵。 牡丹花大而香，
故又有“国色天香” 之称。 一般情况下， 中原牡丹花
期在三四月， 而东北牡丹只有在五月中旬以后才能绽
放。 此次牡丹节所展出的牡丹将在冰雪寒冬绽放， 为
北方人民献上精彩的视觉盛宴， 为节日增添无数喜庆。
此次参展的牡丹极具耐寒性， 能在零下四十多度
保持存活。 这些参展的牡丹来自沈阳牡丹花培育基地。
牡丹花研发创始人张宇历经十余载潜心钻研， 营造出
适宜牡丹生长开花的环境， 实现了反季节绽放， 终于
在严寒时节的东北大地迎来了牡丹花的春天。 目前，
辽宁已建了近十个这样的基地。
张宇透露， 让牡丹在冬天开放， 其实是人工模拟
大自然的反季节栽植过程。 首先要将其栽植在室外进
行低温处理使其休眠， 再移栽到温室内， 通过控制温
度、 湿度、 肥料等， 使其规律生长， 进而按照需求时
间进入生长周期。
经“解眠” 的牡丹反季节盛开， 不仅让市民在冬
季一品国花牡丹的芳韵， 同时也以“花开富贵” 的美
好寓意为即将到来的春节献礼。
（游客网）

赴荷兰旅游渐受青睐
中国游客数量持续增加
据荷兰媒体报道， 近年来， 荷兰越来越受到全球
游客的青睐。 荷兰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7 年前 8 个月，
荷兰共接待国际游客 1240 万人， 和 2016 年同期相比
增 加 了 13% ， 而 欧 盟 其 它 国 家 的 游 客 增 幅 平 均 为
7.7%。
其中， 来自亚洲的游客达 90 万人， 比 2016 年增
加了 25%。 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荷兰更为青睐。 根据荷
兰旅游局和荷兰中央统计局的 2017 年 5 月的调查显
示， 在过去的 5 年里， 赴荷兰旅游的中国游客的数量
超过了 30 万人。 据预测， 在接下来的 5 年内将超过 50
万人。
不过， 较早前荷兰旅游局的发言人曾指出， 中国
游客有两点特殊性不容忽视， 荷兰的旅游业需要为此
做好应对措施。 首先， 在饮食方面， 中国人有自己的
特点和偏好。 其次， 传统的跟团旅游方式不再受中国
年轻游客的青睐， 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标准化跟团旅
游， 而是更喜欢自由行。
荷兰中国商务中心认为， 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
轻人之所以青睐自由行， 是因为能够接触到更加鲜活
的、 “
真正的” 荷兰文化和生活方式。
（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