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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外地游客建议，旅行社跳出“周末游”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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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游可否主打民俗风情？

昨天，来自无锡宜兴的游客
陈霞认为，清明小长假处在扬州
一年中最美的时节，拥有的旅游
资源也十分丰富，旅行社可以跳

游客感受

业内人士建议开发“登山祈福游”“、插柳追思游”等

出寻常“周末两日游”的思维框
框，突出扬州清明时节的特色优
势资源进行整合，
“不能将清明旅
游就简单等同于周末旅游”。

清明游线路缺乏季节特色

昨天记者在东关街采访时， 导游就让我们在东关街自由活
恰巧遇到来自宜兴的游客陈霞。 动；第二天行程安排是去游玩瘦
在东关街美食广场来来往往的人 西湖、何园。”陈霞说，这个路线跟
流中，安静地站在几个年轻人摆的 她去年来扬的“周末两日游”差不
手工品展示台前的她比较显眼。 多完全一致。
“很多人旅游都是喜欢感受
谈到清明小长假，陈霞有点
‘不同’，说白了这种‘不同’就是 感慨，
“过去很多人都有‘清明不
当地旅游的特色所在。”陈霞表 出游’的传统，如今观念更新，清
示，她在宜兴一家医院工作，平时 明小长假的旅游已经变得十分寻
最大的爱好便是旅游，这次是第 常，多数人在扫墓之余都会踏青
三次来扬州，“街上的丝绸、蓝印 游玩，旅游也唱起了主角。”陈霞
花布、民族风饰品，我们那里也 表示，她认为旅游常态化是好事，
有。但是这几个年轻人摆的复古 但旅行社不能在线路的打造上也
风格的纯手工制品小摊倒是挺新 千篇一律。“比如都说清明假期踏
鲜的，就看了一会儿。”
青赏花，如果大家都是‘赏花’，就
陈霞说，她这次带着母亲一 难以突出个性；但像去婺源看油
起，报的是一个“扬州二日游”团 菜花、去无锡看樱花……这种‘标
队，“临近中午到扬州，在市区吃 签式’特色旅游线，我们游客却欢
了一顿简餐，之后先游个园，然后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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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游线路类似于周末游

那么是否如陈霞所说，旅行
社的清明小长假线路就等同于寻
常的周末游线路呢？
记者昨天来到西区几家旅行
社，在一家旅行社门口挂着的近
期线路推荐牌上，记者看到均是

诸如“厦门四日游”、
“海南双飞五
日游”、
“昆大丽六日游”这样四日
以上的长线。走进旅行社，在前台
拿到的宣传手册上，也没有特地
标明清明小长假期间的线路推
荐。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这
儿的一日、两日游短线很多都是供市
民周末出游选择的，浙江、上海方向
的短途游尤其受到欢迎。“我们并没
有针对清明小长假特地推出线路，这
些周末短途游可以完全‘照搬’到清
明小长假，因为多数人有扫墓的安

业内声音

“提到清明出游，大家的反应都 场，因而出现清明游等同于“周末游”
是要去踏青赏花，但是单单以桃红柳 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清明有很多
绿的美景来吸引游客，的确不够彰显 民俗特色活动，比如清明期间正是采
特色。”市区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 茶时节，完全可以将绿杨春的采摘品
清明小长假扬州并不缺乏旅游资源， 评纳入到清明线路中，既应时应景，
但不少旅行社将目光聚焦在之后的 又富有扬州特色。”
五一黄金周，并没有注重清明假期市
西区一旅行社经理介绍，针对清

骑辆自行车
春深之处赏美景
今年入春以来，市区自行车畅销

〈〈

小长假骑车
出游市民多了

不少开车族
换骑自行车了

“沿途风景这么好，开车出门，
实在太浪费了！”市民黄女士是一个
白领，就职于西区某企业，去年冬天
一直开车上班。最近一段时间她注
意到，沿路的风景美不胜收，从上周
开始，她就“抛弃”了私家车，改骑自
行车出行了。

明旅游，其实不少景区已经行动起
来，例如个园、何园等就在小长假期
间推出了编柳插柳等活动，受到了
游客欢迎。
扬州文化学者韦明铧指出，放
风筝、红桥郊游等都是扬州的清明
习俗，古代扬州的一些民俗景象，完
全可以作为旅游开发的资源。
“旅行社可将诸如扬州放风筝
绿地、采摘野菜佳处、观赏花卉景区、
品评春茶胜地等结合起来，突出清明
的民俗风情。”文昌中路一家旅行社
人士认为，可以在保留民俗文化的基
础上进行一定的创新，例如开发登山
祈福游、
“插柳追思游”等，或者在“清
明游”线路中增加一些有典故的民俗
景点，在行程安排上设计一些参与
性较强的清明文化活动等。

—
导 一些旅行社网上紧急招聘——
游
服
务
旅游旺季需提前一周预订

本报前天刊发《骑友推荐扬城
最佳线路》，引起不少市民的兴趣。
据了解，清明小长假期间，市区不
少骑行团队均有骑行旅游计划，骑
车出游的市民也多了起来。而进入
4月以来，扬州温度适宜，风景也更
加美丽，骑车上班的市民也多了起
来。

〈〈

排，能够游玩的天数跟周末也差不
多。”
在另外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更
是表示，周末二日游差不多适用于所
有的三天小长假，外地客来扬州也同
样如此，“瘦大个”是经典线路，他们
并没有特意推出清明踏青线。

清明游可以主打民俗风情

《骑友推荐扬城最佳线路 》后续
骑
行 清明期间，在路上总能遇到骑行团队，骑车出游市民也多起来——
—
观
光

这个小长假，记者在不少开放
的景点发现，不少市民都是骑自行
车出游，有的还是一家三口一起出
动，一路悠哉游哉地欣赏美景。累
了，就随便在一处绿地花丛边停车
休息，说是休息，其实更多的是一种
享受。
昨天早晨 7点半左右，记者在
绿杨新苑附近遇到正在骑自行车一
路欣赏风景的赵先生，他说，之前他
一直骑摩托车出行，最近一段时间
发现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多了，他也
将尘封了许久的自行车推出来擦干
净，第二天就骑着车上路了。“你别
说，骑自行车比骑摩托车有意思多
了，这个春天我要一直骑下去！”他
说。

小长假期间 ，具有扬州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受欢迎 。 惠宇 摄

小长假导游忙煞了

昨天，来扬旅游的福建游客贺先 到，小长假期间不少旅行社的导游都
生很后悔没有提前预订导游，为了请 供不应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地
一位熟悉扬州景点路线的导游浪费 游客需要导游服务。
了很长时间。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

外地游客大都请导游

贺先生告诉记者，他与几位做生 解。“我们是提前半个月就和扬州这
意的朋友一行 7人特意来扬州旅游， 边的旅行社谈好了。”季女士说，他们
这是第二次来，其余朋友都是第一次 一家人包括孩子有十几个人，全都出
来。扬州的变化太大了，很多地方越 来了，有导游在，他们想去哪里，就不
来越精致。这次他与几位朋友想请一 用上网查地图了。
位专职导游全程讲解，谁知道打了几
记者了解到，外地散客多半愿意
家旅行社电话，都表示导游全部上岗 请扬州的导游，一方面可以了解扬州
了。
各景点的历史，另一方面散客满 5人
昨天，在东关街游玩的宁波游客 或满 10人，如果请导游，景点门票会
季女士一家人请了一位导游跟随讲 有不同优惠。

导游价 150-200元 / 天

快乐骑行 ，强身健体 。 庄剑翔 摄

黄女士说，虽然骑自行车上
班比开车上班要多十几分钟，但
骑上自行车，感受着微风拂面，享
受着沿路的花草美景，比匆忙的赶
路要有趣得多。“几乎每天都能发
现新的风景。”黄女士表示，她骑车
的速度并不快，所以经常能留意到
身边不同风景。有时候前一天看到
花还在含苞待放，第二天就已经盛

〈〈

开，这种意外的惊喜，让她对每天
早晨的骑车出行都充满了期待。
与黄女士一样，家住京华城
的高女士最近一段时间里也开始
骑自行车出行了。按照她的话来
说，4月的天气温度适宜，不冷不
热，最适合外出锻炼。骑自行车出
行，不但能节省油费，还能强身健
体，何乐而不为？

进入春季市区自行车畅销

记者昨天走访市区几家自行 功能突出的新款自行车，购买者
车专卖店，发现不少前来买车的 看中的是其娱乐功能，而不再重
市民。“尤其是周末，都要卖到平 视它的交通功能。
时的两三倍。”昨天下午，记者在
除了正常款式的自行车，“死
文昌中路一家名牌自行车专卖店 飞”这一流行于欧美的个性自行
了解到，店内自行车分中高低档， 车，在扬州也逐渐流行起来，大街
普通的仅需 500多元，高档的甚 小巷经常见到它的身影。它的飞
至能过万。店员介绍，进入春天 轮是死的，在行驶中要一直踩踏
后，前来买自行车的顾客明显多 板，向前踩车子就向前走，向后踩
了，特别是在周末，能卖出 10多 就会刹车或者向后走。记者了解
辆。一些款式新颖、功能独特的新 到，购买“死飞”的大部分都是年
型自行车十分畅销，如带有可拆 轻人，其中学生占很大比例。
记者 赵雅琼 栾佳丽
卸挡板的山地车。这些设计合理、

“小长假 3天时间，我们家的导 天。
游全都派出去了。”昨天，扬州一家旅 “价格基本在 150-200元 / 天，
行社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长假期间 中午游客包导游午饭，也可以给导游
旅行社中短途线路火热，导游基本都 小费另外就餐。一般跟 4个景点以下
出去跟团了，一般节假日期间预订导 的是 150元 / 天，4个景点以上的
游需提前一周。
200元 / 天。”文昌中路一家旅行社
四望亭路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介绍。
表示，他们旅行社的导游接待业务已
记者在一大型购物网站上看到
排到 4月中旬。“非节假日，导游还不 了扬州网购导游的服务，这家旅行社
是很忙，一般导游都是跟团走，到了 提供的导游服务价格为 200—300
节假日导游基本都不够用。”另一家 元，全程陪同。服务内容，可提供扬州
旅行社负责人表示，旅行社的固定导 各景点、沿途、人文、历史、风俗的讲
游有限，旅行社之间可以借调导游， 解。时间限早上 7时至晚上 7时，人
节假日期间导游成了“香饽饽”，就是 数在 10人以上，导游可提供景点门
淡季时预订导游，至少也要提前两三 票折扣优惠。

多家旅行社急招导游

记者在网络招聘平台上看到，扬
州多家旅行社小长假期间招聘全职及
兼职导游，对于导游的最低要求就是持
导游资格证，学历要求最低中专以上。一
些旅行社要求导游经验一年以上，有些
则没有要求，无经验者公司可培训。
记者联系上扬州一家发布导游招
聘信息的公司，招聘人员表示，导游紧
缺现象扬州各家旅行社在旅游旺季时
一直存在，所以很多旅行社在长假来
临时都会发布招聘全职和兼职导游信
导游为外国游客讲解 。 乔家明 摄 息。
记者 马燕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