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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百年 中国推出井冈
山等百条红色旅游航线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更好地满足旅客红色旅游
航空出行需求，6 月 30 日，大兴
机场发布前往遵义、古田、上海、
南昌等地 48 条精选红色旅游航
线。此前，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
了覆盖井冈山、遵义等重点红色
旅游城市的“建党百年百条红色
旅游精品航线”，加大对红色旅
游航线的政策支持力度。

大兴机场携手同程旅行和南
航、东航、国航、中联航、厦航、首
都航空 6 家驻场航司，推出精品
红色旅游航线，重点推荐从大兴
机场出发，前往遵义、古田、上
海、南昌等地的 48 条航线，方便
旅客选择。

◆重开：广州塔全面恢复对
外开放

6月 29日，据广州塔公告称，
根据《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关
于加强公共文化旅游场所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通知》要求，自
2021 年 6 月 29 日 16:00 起，广
州塔白云星空观光大厅恢复对外
开放。

6月 30日 9:30起，广州塔其
他观光游乐项目 （阿尔法探索乐
园除外）同步全面开放，广州塔将
按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实行错峰、
限流、测温、扫码等相关管控。请
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到广州塔游玩
前请提前做好预约。

◆发布：云南发布60条红
色旅游线路及暑期旅游优惠
政策

6 月 30 日，云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举办云南红色旅游线路、暑
期旅游优惠政策、“游云南”新服
务功能发布暨千人文旅志愿服务
团启动仪式，携“四份大礼”与公
众见面，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

据统计，全省革命遗址总数
为 1889 个。此次发布的 60条红
色旅游线路覆盖了全省16州市，
线路将云南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串联起来，既有红色资源也有风
景名胜，方便广大游客踏访、学
习、体验。

随着暑期旅游逐步升温，云
南省部分景区将推出旅游优惠政
策。红河、迪庆、文山、普洱、楚
雄、曲靖等州市的普者黑、珠江源
等景区，将在暑期针对高考、中考
考生实行门票减免。

◆评选：杭州“西湖西溪红十
景”发布

6 月 29 日，在浙江杭州西湖
博物馆举行的“西湖西溪景区庆
祝建党 100 周年暨‘西湖西溪红
十景’”活动仪式上，“西湖西溪
红十景”正式公布。

“西湖西溪红十景”分别为云
居高节、北山薪火、白塔丹心、烟
霞青史、一桥飞虹、五四宪晖、洪
园润泽、梅坞情长、湖山撷萃、绿
堤春语。

据悉，“西湖西溪红十景”时
间跨度为 1921 年至今，涉及中
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四个阶段光辉历程的
代表性景点。

◆新建：郑州商都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全新亮相

历经 8 个多月的改造后，郑
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6月
26日重新开园，全新亮相。

据介绍，郑州商都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依托全国首批重点文
物 保 护 单 位 商 代 王 城 遗 址 而
建。着力打造世界级黄河文明
寻根圣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
光体验目的地、国家中心城市会
客厅。

遗址距今已有 3600 多年历
史，是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为数不
多的大型城市遗址，也是中华文
明文脉不断、人脉不息的实物见
证，为郑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入列中国“八大古都”提供了
重要佐证。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们的
旅游方式和习惯，其中之一就是
旅游的周边化，这在红色旅游市
场同样适用。与周边游直接相关
的乡村游，越发成为红色旅游的

“黄金搭档”。
据悉，我国许多革命老区、红

色旅游资源都集中在农村地区。
随着人们对红色旅游喜好度的提
升，沿线的乡村也吸引了人们的

关注，“红色+乡村”特色线路不
仅受到青睐，也为乡村振兴进一
步提供了动力。

根据携程统计，石家庄西柏
坡红色胜典景区、沂蒙红色影视
基地、大别山红色旅游区、西江
千户苗寨、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天
鹅湖等结合了红色与乡村特色的
相关景区，其订单量比2019年平
均增长496%。

“红色旅游+乡村旅游”成为
越来越多家庭的周末游选择。在
驴妈妈平台，周末前往浙江义乌
市分水塘村的产品因体验丰富，
人气极高——既可探访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省红色旅
游教育基地陈望道故居，还可游
玩美丽乡村，走进麻糖手工作
坊、非遗木刻版画工作室等体验
乡村民俗。

在刚刚过去的6月，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迎来拉（萨）林（芝）铁
路通车、（北）京新（疆）高速全线通车等利好。拉林铁路让拉萨到
林芝只需要三个半小时车程，沿线风景堪称一绝；京新高速穿越
沙漠戈壁草原，让中国又多了一条旅游景观大道。它们为游客带
来了西部地区的全新旅游体验。

风向标

心动一夏

文/羊城晚报记者 刘星彤

如今民间自发的红色
旅游热潮不断升温，红色
旅游市场亦呈现出不同于
以往的一些新趋势。

根据携程最新发布的
《2021上半年红色旅游大
数据报告》，上半年通过该
平台预订红色景区门票人
数 同 比 增 长 208% ，较
2019 年上半年实现正增
长达 35%。当中，以 90
后、00后为主的年轻人发
挥了主力军的关键作用，
该群体特殊的文旅消费偏
好，也为红色旅游景区及
相关业态带来了一系列富
有时代特色的全新改变。

十大红色旅游热门目的地

上海、北京、南京、延安、嘉
兴、长沙、南昌、常熟、井冈山、
遵义。
（数据来源：驴妈妈旅游网）

十大红色旅游热门景区

上海市中共一大·二大·四
大纪念馆、北京天安门广场、
嘉兴南湖、遵义会议会址、常
熟沙家浜、南昌八一起义纪念
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长沙岳麓山、盐城新四
军纪念馆。

（数据来源：驴妈妈旅游网）

五大新晋红色旅游目的地

江苏淮安、湖南芷江、浙江
湖州、四川西昌、河北保定。

（数据来源：携程旅游）

五大最具人气红色旅游演出

《12·12》西安事变演出、红
秀《延安 延安》、大型实景演出
《井冈山》、历史舞台剧《延安保
育院》、大型实景演出《延安保
卫战》。（数据来源：携程旅游）

五大最受欢迎红色跟团线路

【红色恋歌】长沙+韶山+
庐山+井冈山+景德镇+南昌红
色 7 日游。

【我的陕北】延安+壶口瀑
布+宝塔山+南泥湾革命旧址+
黄帝陵 2 日游。

【古韵长沙·红色韶山】长
沙橘子洲+刘少奇故居+韶山
毛泽东故居 2 日游。

【井冈山红色革命之旅】井
冈山+黄洋界+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 2 日游。

【重走长征路】贵 阳 + 遵
义+赤水+仁怀茅台镇 5 日游。

（数据来源：携程旅游）

“Z 世代”最爱五大红
色旅游消费类型

红色遗址/遗迹、革命纪念
馆/博物馆、红色专题游、革命
老区深度游、红色演艺。

（数据来源：同程旅行）

“95后”最爱五大红色
旅游目的地

上海、西安、延安、长沙、井
冈山。（数据来源：马蜂窝旅游）

爱国主题游成爱国主题游成““新国潮新国潮””

当前红色旅游市场中，一个
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年轻游客正
扛起红色旅游消费主力军的大
旗，他们的玩法更富有创新色
彩，使得红色旅游的市场外延不
断扩大。

携程旅游研究院行业分析师
方泽茜分析认为，随着爱国主义
教育呈现大众化、常态化，红色
旅游更多地走入大众视野，引发
年轻人热情的不断高涨，“当代
年轻群体参与红色旅游的比例
逐渐提升。拉近红色旅游与年
轻人之间的距离，已经成为当今
旅游企业的课题之一。”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下单红色旅游景区的 00 后用户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约 2.5 倍，90
后增长亦近40%。

根据驴妈妈旅游网统计，红
色旅游的游客结构已发生巨大
改变：游客平均年龄仅为 28岁，

且 客 群 的 年 龄 段 差 异 逐 渐 减
小。今年1至 6月预订红色旅游
产品人群中，30 岁以下游客占
29%，其中95后、00后比2019年
同期增长约50%。

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红色
传承·“Z世代”红色旅游消费偏
好调查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
告》)中重点指出：“Z世代”（特指
13 岁至 27 岁的年龄群体）已成为
红色旅游细分市场最主要的核
心消费群体之一。《报告》指出：

“Z世代”在各类红色文旅产品的
消费用户中占比近 60%，该群体
对于红色旅游这一细分市场不
仅有着较为积极的认知，且在实
际消费方面也更为积极，其消费
需求正在持续推动红色旅游的
产品创新和业态创新。

据悉，“Z 世代”红色旅游的
三大重点客源地分别来自北京、
广州、上海三大一线城市。

马蜂窝旅游发布的《旅游新
国潮》大数据报告则对95后人群
的红色旅游玩法作出描绘：到长
沙游览，他们不仅要打卡众多网
红地，一定也会到橘子洲头走一
走；去贵州不仅会去荔波小七孔
避暑游玩，也要到“中国天眼”一
睹“大国重器”之威；到青岛看
海、寻迹中国“五渔村”时，也要
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
一览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的历史
性成就。

“除传统的红色旅游外，到
爱国主义景区景点感受国家崛
起、走访航空航天基地、体验大
国重器实景等，均是年轻旅行者
真实的爱国写照。”马蜂窝旅游
研究院负责人冯饶表示。

受拥有更强文化自信的“Z
世代”的旅游偏好的驱动，在红
色旅游消费中，各景区、场馆的
展览展示手段务求“酷炫”。同
程报告指出，当前流行的“线
上+线下”互动方式，更契合“Z
世代”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
消费及资讯获取习惯，对红色
景区与场馆的科技创新实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越来越多红色景区推
出浸润式体验，如引入流行的
体验游戏，或借助新颖的沉浸
式剧本体验，以红色文化遗址
为场景展开各类挑战赛、互动
游戏等，以此“圈粉”。

备受欢迎的红色文创产品则

成为红色景区景点的“出圈”新
招。根据驴妈妈相关报告，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推出的“望志路
106号”冰箱贴，嘉兴南湖推出的
南湖红船船模、“红船精神我最
红”伴手礼盒等红色文创产品吸
粉无数，受欢迎程度不亚于知名
博物馆文创，究其缘由，“红色景
点以独特的红色文化和精神为核
心，搭配高颜值、富有创意的‘网
红’属性，将红色文化通过文创产
品巧妙地传播到受众群体。”

据悉，类似红色旅游+科
技、红色旅游+展览、红色旅游+
演出、红色旅游+交通等创新主
题的红色产品，已成为红色旅
游细分市场的主流。

新铁路、新高速通车

6 月 30 日，（北）京新（疆）
高速（G7）梧桐大泉至木垒段
公路项目正式通车，标志着京
新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全
长 2800 余公里的京新高速，途
经北京、河北、内蒙古、甘肃、新
疆等省区市，是世界上穿越沙
漠最长的高速公路，也是继连
霍高速公路之后第二条全天候
进出新疆的公路动脉。沿线经
过北京－张家口－乌兰察布－

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
(临 河 )－阿拉善 (额 济 纳 )－酒
泉(马鬃山)－哈密－吐鲁番－
乌鲁木齐等著名旅游城市，对
自驾旅游者来说是一条超美的
景观大道。

其中，京新高速梧桐大泉至
木垒段，全长约 515 公里，被称
为京新高速（G7）的“最后一公
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设计，设计时速为 120 千

米。一经开通，就吸引众多的内
地自驾游游客到新疆，体验穿戈
壁、越荒漠、过湿地、翻山丘的奇
妙之旅。

此外，京新高速还设计有62
处动物迁徙通道，其中包括两处
铁路桥在最上方、动物迁徙通道
位于中间、高速公路在最下方的
三层立体交叉通道。这种顺着
高速公路方向、长100米的大型
动物迁徙天桥极为罕见。

6 月 25 日，全长 435.48 千
米、设计行车速度为160千米/小
时的拉林铁路正式通车。铁路
位于青藏高原冈底斯山与喜马
拉雅山之间的藏东南谷地，90%
以上的线路在海拔 3000 米以
上，16 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沿线
山高谷深，相对高差达 2500 米。
沿途的绝美风光令人惊叹，囊括
了西藏东南地区风景的精华，跨
越雪山、森林、河流、湿地、藏寨、
农田、草原……乘坐在复兴号动

车之中，就可以欣赏到壮美的高
原画卷。

拉林铁路是川藏铁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结束藏东南不通火
车的历史，也是西藏第一条电气
化铁路，起于协荣站（利用拉日
铁路接入拉萨站和拉萨南站），
沿拉萨河而下，经山南市贡嘎县
转向东，经扎囊县、乃东区、桑日
县、加查县和林芝市朗县、米林
县，跨越雅鲁藏布江到林芝市区
林芝站。

据悉，初期开通运营办理客
货运输业务的有贡嘎、扎囊、山
南、桑日、加查、朗县、米林、岗
嘎、林芝 9个车站。铁路部门安
排开行拉萨至林芝D字头列车3
对，其中 2对在客流高峰时期开
行；日喀则至林芝 D 字头列车 1
对；拉萨至林芝普速直达特快列
车 1对；将拉萨前往林芝的时间
压缩到 3个半小时，弥补了既有
交通方式易受高原气候影响的
短板。

暑期红色旅游热门榜单

年轻游客成红色旅游消费主力军

“红色+乡村”组成周边游“黄金搭档”

红色景区浸润式体验最“圈粉”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现在，游客从拉萨出发，可
看世界海拔最高的宫殿——布
达拉宫，市区之中还有大昭寺、
罗布林卡等名胜，均是雪域高原
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

贡嘎：在山南市贡嘎县拉萨
贡嘎国际机场距离拉林铁路贡嘎
站仅 14 公里远，交通换乘十分便
利，当地的曲果日山是西藏四大
神山之一，而贡嘎县城东部的杰
德秀镇是西藏“八大古镇”之一。

扎囊：有桑耶寺、扎塘寺、敏
珠林寺和青朴修行地、查央宗溶
洞、松嘎尔石塔、朗赛林庄园等
旅游景点，每年夏季当地路边都
会盛开金灿灿的油菜花。

山南：山南站距离著名的西
藏三大圣湖之一羊卓雍措并不
远，泽当是雅砻河风景名胜区的
中心。

桑日：境内有沃卡温泉、达
古峡谷、马鹿自然保护区等。

加查：有崔久沟、神湖拉姆
拉措、那玉河谷等自然景观，还
有琼果杰寺、达布夏珠林寺、达
拉岗布寺等名胜。

朗县：地 处 雅 鲁 藏 布 江 中
游 ，有 藏 东 环 线 上 的 唯 一 冰 川
——勃勃朗冰川 ，冰川脚下是
形状如兔子的兔子湖；距离县城
36 公里的路程，还有另一个秘境
美景拉多藏湖。

米林：有 世 界 第 一 大 峡 谷
——雅鲁藏布大峡谷，有被誉为

“云中天堂”的南迦巴瓦峰，堪称

植物界大熊猫的黄杜丹在每年
五六月份盛放。

岗嘎：位于米林县羌纳乡，
雅鲁藏布江从这里蜿蜒而过，其
周边有羌纳寺等景点，特别适合
林间漫步。

林芝：林芝火车站位于巴宜
区布久乡孜热村，距市区约 19 公
里，距米林机场 30 公里。

【美景逐个数】
对于自驾游爱好者来说，体

验京新高速之美，内蒙古、新疆
两地自然不可错过。

内蒙古临河至白疙瘩（蒙甘界）段

线 路 横 贯 巴 丹 吉 林 、腾 格
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全境。其
中，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八大沙
漠之一，与黄河漠水相连,“长河
落日”,“大漠孤烟”,构成一幅瑰
丽多姿的塞上风景画。

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国八大
沙漠之一，沙漠腹地的必鲁图峰
是世界最高沙峰，沙漠中的湖泊
多达 100 多个，每年的八九月会
举办巴丹吉林沙漠文化旅游节。

腾格里沙漠为中国第四大沙
漠，沙漠中的月亮湖是沙漠探险

营地，从东边看好像一轮弯弯的
月亮，从西边沙丘上看好像一幅
中国地图。沙漠野餐、沙漠露营、
观星赏月、沙漠找水，探访沙漠游
牧民族，游览沙漠“鸟湖”、“鱼
湖”以及观赏古代岩画等，这些都
是漫游沙漠的“特色菜”，著名的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额济纳胡杨
林就在这一线路附近。

新疆段

京新高速公路在甘肃境内
段途经酒泉市北部马鬃山镇后
进入新疆。

新疆哈密自古就是丝绸之路
的咽喉，有“西域襟喉，中华拱卫”和

“新疆门户”之称，盛产哈密瓜、哈密
大枣、哈密葡萄、伊吾野山杏等水
果，主要自然景观有天山风景名胜
区、雅尔当风景旅游区（也称五堡
魔鬼城）等，历史遗址和人文景观

有哈密王陵、拉甫却克古城、大河
唐城、白杨沟佛寺遗址、五堡古墓
群、哈密回王府、伊水园景区等。

吐鲁番也是古丝绸之路上
的重镇，旅游文物资源丰富，有
吐鲁番博物馆、沙山公园、高昌
古城、交河故城、艾丁湖、火焰
山、吐鲁番郡王府、柏孜克里克
千佛洞、吐峪沟等著名景点。

乌鲁木齐有“亚心之都”的称
呼，是世界上最内陆、距离海洋和
海岸线最远的大型城市。天山山
脉分布着高山冰雪景观、山地森
林景观、草原景观，为游客观光、
探险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各民族
的文化艺术、风情习俗，构成了具
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人文景观。

新疆国际大巴扎、水磨沟、
丝绸之路国际滑雪场、1 号冰川、
天山大峡谷等每一处都是摄影
的好地方。

【美景逐个数】

拉林铁路：囊括西藏东南地区风景精华 京新高速：自驾游景观大道

西部旅游又添新体验

“Z世代”热衷打卡红色之旅

主题游

心动一夏

长沙橘子洲头巨型毛泽东雕塑
新华社发

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
代表大会会址 新华社发

游客在井冈山红旗雕塑前参观
新华社发

中共一大纪念馆 新华社发

首趟韶山至井冈山红色专列开出
新华社发

西藏林芝桃花盛开的田园风光 新华社发 拉林铁路沿线峡谷美景 新华社发

拉林铁路通车列车员进行当
地服饰表演 新华社发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