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暑假的

临近，海外游学

再次成为旅游市

场的宠儿，很多

家长已经提前给

孩子报名参加海

外游学团、夏令

营等，让孩子出

国 游 学“ 长 见

识”。不过，一些

游学机构只是将

出境游产品贴上

了游学的标签。

实际上很多项目

都 仅 仅 是 图 书

馆、大学、博物馆

等公共设施，并

不收费，但是在

价格上并没有便

宜，反而比其他

出境产品价格更

高。

大觉山漂流节启动
本报记者 钟秋兰

盛夏将至，来一场激情四射的漂流，在阳光普照的日子，约上三五好
友，一起在激流中放飞热情，感受夏日漂流特有的清凉，无疑是件惬意的
事。6月24日，由大觉山旅游风景区举办的第四届江西大觉山漂流节暨
避暑露营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当日，近千名游客在此领略这个新晋5A景
区的速度与激情。

据悉，本届江西大觉山漂流节暨避暑露营大会，大觉山景区共筹备
了六大主题活动：漂流节主题活动、点亮大觉山——帐篷露营大会、房车
露营大会等，其中还穿插着各种趣味互动游戏。

当日，大觉山激情漂流场面十分火爆，青山、绿水，美食、美景，再加
上游客如云，令人目不暇接。被誉为亚洲第一漂的大觉山漂流，落差大、
水流急、弯道多，全长 3.6公里、落差达 188米，惊险刺激、酣畅淋漓。大
觉山漂流两岸险峰参差、姿态万千，游客漂流时既感到心灵的震撼，又能
享受到眼花缭乱的视觉盛宴，感受大自然的无穷乐趣。

房车、露营、摄影、尖声漂流，大觉山原始而又热闹。
活动中，来自各地的漂流爱好者参加了高难度冒险漂流项目，使围

观游客连连惊叹，除此之外，主办方还为参加比赛的游客准备了精美的
美食大礼包，让不少游客跃跃欲试、一显身手。其中，不少活动诙谐幽
默，令人捧腹开怀不已。

贴 士
活活动时间动时间：：20172017年年66月月2424日—日—77月月22日日 活动地点活动地点：：大觉山景区大觉山景区
活动详情介绍活动详情介绍
（（一一））漂流节主题活动漂流节主题活动

漂流节开幕式漂流节开幕式、、比基尼漂流比赛比基尼漂流比赛、、速度与激情漂流比赛速度与激情漂流比赛、、美女与野美女与野
兽漂流比赛兽漂流比赛、、大觉古镇漂流节文艺晚会大觉古镇漂流节文艺晚会

（（二二））房车露营大会房车露营大会
厨艺大比拼厨艺大比拼、、房车篝火晚会房车篝火晚会、、漂流节趣味运动会漂流节趣味运动会

（（三三））点亮大觉山点亮大觉山———帐篷露营大会—帐篷露营大会
全民全民KK歌大赛歌大赛、、大觉古镇漂流节晚会大觉古镇漂流节晚会、、漂流趣味运动会漂流趣味运动会

（（四四）“）“清凉一夏清凉一夏””大觉古镇狂欢泼水节大觉古镇狂欢泼水节
泼水节泼水节““湿身大赛湿身大赛””““水枪大作战水枪大作战””

（（五五））百车自驾游大觉山百车自驾游大觉山
节油大赛节油大赛、、私家车运动会私家车运动会、、徒步登山比赛徒步登山比赛
（（六六））百家媒体百家媒体、、百家旅行社大觉山采风行百家旅行社大觉山采风行

网红直播网红直播、、微信直播微信直播、、媒体采风媒体采风、、旅行社采风旅行社采风
（（七七））水上水上““速度与激情速度与激情””漂流美图摄影漂流美图摄影

专业组摄影大赛专业组摄影大赛、、业余组随手拍大赛业余组随手拍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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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古北水镇武汉推介会
黄磊实力助阵

6月 20日，乌镇景区、古北水镇（北京）景
区总规划师、设计师及总裁陈向宏带领两地团
队，来武汉推介南北两个影响力巨大的文化旅
游目的地。知名导演、演员黄磊友情助力。

跟以往所有推介会一样，乌镇和古北水镇
精心准备了品牌展示区，景区进入式体验场景
的体现，深深地把南北两个景区的文化生活氛
围搬到了武汉这个中部城市。下午的品牌推
广会，轻松畅快，更像是陈向宏和黄磊的见面叙
旧，他们与到会嘉宾分享了乌镇与古北水镇的
现在与未来，畅谈着乌镇文化梦想的疯狂与单
纯。通过他们的分享，到会嘉宾了解了乌镇十
年造梦三度转型，成就世界级文化重镇的历史，
也了解了位于司马台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因
陈向宏的打造，筑梦奇迹，成为北京名列前茅的
度假目的地的过程。 （本报记者 钟秋兰）

芦溪全域美景
引来海内外游客

走进江西武功山国家风景名胜区10万亩
高山草甸、仙凤三宝特色小镇、山口岩湿地公
园，你会觉得进入了人间仙境；前来这里观赏
云彩、日出、沐浴乡村生态美景的海内外游客
源源不断，引爆了乡村旅游、自驾游热潮。

该县在“互联网+”思维经验的引领下，成
功将“武功山国际帐篷节”“全国大学生户外挑
战赛”“芦溪县乡村旅游节”等打造成了国际、
国内有影响的喜庆品牌。推出的玉皇山、新泉
十八湾、上埠王源村、宣风里山、长丰碧湖潭、
明月湖婆婆岩六条徒步精品线路，有效开拓了
入境旅游市场。同时，该县人大建议政府整治
影响芦溪形象、破坏发展环境的人和事，努力
打造公平、公正的旅游市场环境，让更多的国
内外游客听到芦溪故事，游览芦溪山水，吃到
芦溪果蔬，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营造
良好的法治旅游环境。 （李瑞生）

靖安夏天
吉洛荷花分外美

雨过天晴，位于靖安县香田乡吉洛村的百
亩荷花竞相盛开，“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演绎。

荷花盛景吸引了县内外数以千计的游客
赏花拍照，留下难忘的纪念。这是继该县水口
乡龙井千亩荷花之后又一处面积最大的荷塘，
此处荷花最适应拍照、观赏、骑行、野炊、观
景。交通十分方便，从昌铜高速靖安收费站经
环城北路至滨河公园，过九岭大桥转香田吉洛
方向前行100米即到。 （范海浪 彭治贤）

鄱阳湖开湖啦

6月20日，以“鄱湖渔家迎盛事，梦里余干
谱新篇”为主题的2017年中国·鄱阳湖开湖民
俗文化旅游节，在余干县康山大堤举行。活动
现场，千余只渔船有序出港捕鱼。

（李树清 曹汉衍摄影）

新余
为旅游企业排忧解难

为了简化办事程序，减轻旅游企业负担，
新余市旅发委帮助旅行社由原来的旅游出行
纸质合同改为电子合同，并邀请上海金棕榈公
司运营维护工程师对全市旅行社老总和计调
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同时，为了提高旅游出行安全防控，还邀
请了保险经纪公司旅游风险部负责人进行风
险掌控培训。旨在将安全管控的关口前移，全
面降低旅游风险发生率；一旦发生事故，最大
程度减少伤害、降低损失，不划分责任主体，快
速处理事故，提高新余市旅游安全服务质量；
针对旅游者意外、旅游企业责任、政府部门旅
游安全搭建三层保险保障网络，解决旅游责任
主体缺失的保障。 （王荷花）

江西日报特刊部重磅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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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记者去了一趟武汉，主题是乌镇－古
北水镇推介，去时懵懵懂懂，感觉无非也就是主
持人上场、领导致辞、景区放片、歌舞升起的常规
性推介会，但结果让人很感慨，乌镇方没有请当
地任何一个官员，也没有花哨的表演，该公司总
裁陈向宏亲自上场，以亲历者、开发者的角度介
绍两个景区的过去与现在，到场的黄磊更是毫不
做作地讲述了当年在乌镇拍摄《似水年华》与乌
镇结缘的过程。

这更像是场叙旧。说乌镇的过去，也说乌镇
的现在；说古北水镇的接捧，也说缔造者的梦
想。情怀只是动力，文化的植入却是景区走得更
远的灵魂。

如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永久落户
乌镇；这里成为茅盾文学奖的永久颁奖地；乌镇
戏剧节将迎来第五届……从观光小镇到度假小
镇，再到如今的文化小镇、会展小镇，乌镇有着外
在的华丽转身，却又似乎并没有改变，它内里的
文化因子，一直保留着原有的那个味道。

这让记者心中别有滋味，江西有太多资源独
特的古村古镇，却并没有做出这样高规格有灵魂
的景区。毫不客气地说，吉安的美陂、燕坊、钓源
等古村，有着特有的庐陵文化印迹；抚州的流坑、
驿前、金溪古村等，更是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的优
秀历史遗产，它们有辉煌的过去，却沉默在繁华
的今天，哪怕是有介入开发的美陂、流坑这样的
重点人文古村落，相较之下也是游客寥寥。

更多的古村落随着村民的出走已经变成空
心村，风雨飘摇在某一角。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有故事的村落，显然需要懂它的人去做推

手，把沉寂的时光重新搅活。
当记者问陈向宏是否有意愿来江西投资打

造时，他却建议：“旅游不是培养同质化的东西，
旅游是要培养异质化的东西，现在很多地方都反
过来了，跟风太甚——所有的古村、农家乐一开

发，就挂起了红灯笼，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一
个地方和一个地方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文
化。”“江西的人文在全国来讲是非常好的，好的
资源不能卖，不能浅度开发。现在有些地方的好
资源，往往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在开发，江西可能
要做的是从旅游目的地的角度来深度利用好资
源。”

说得很委婉。
这使人想起铅山河口古镇的开发。从目前

进度来讲，这个古镇的修复工程非常缓慢，所有
重点民居都修旧如旧，没有改变它旧有的风貌，
但恰是这一点，让人对这个地方怀有希望：不破
坏就是最大的保护；尊重原有的文化就是最大的
开发。

在铅山河口古镇，古老的药铺仍在抓药；造
纸坊仍在造纸；原有居民仍住在这里过着他们的
晨昏；来这里的人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当地民众多
元化和生活化的文化体验。

在旅行中，真正感染人的部分，是每个不同
的地方对自己传统的珍视，同时，这种传统在当
下的生活中依然保持着生命力。

“我喜欢去领略和品读这些散布在大地上的
生机勃勃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在那些时代人们
的魅力创造。说它们有魅力，是因为他们有信仰
和敬畏，没有借助太多的外力，没有失去人的尺
度和本土文化的个性与自尊，显示了当地人自身
的特点与力量。这些贴着人性和人体尺度的空
间貌似陈旧，却是精神的奢侈品。”武汉大学王炎
松教授如是说。

很希望铅山在经历了第四届中蒙俄市长峰
会后，把河口古镇的热度与生命力延续下去；更
希望江西所有的古村落开发，能看到乌镇经验。

毕竟，旅游本质是一种精神消费，只有文化
的深度介入，才能让旅游带给消费者更丰富的体
验，这也是当下旅游业转型破题的关键。

（本报记者 钟秋兰）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文化是旅游业破题所在

暑期游学热情高涨

目前，教育理念以及消费理念不断升级，越
来越多的父母将眼光投向海外教育资源，结合了
教育和旅游两大优势的“游学产业”更是受到偏
爱，成为风口上的“新宠”。数据显示，游学正在
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悉，该行业的利润增长保
守估计每年可增长 30%-50%，未来三五年内游
学市场将发展成千亿规模。这也成为很多旅行
社和教育机构跻身其中的主要动力。

据途牛旅游网发布的《在线海外游学市场消
费分析2017》显示，大部分家长对游学产品都具有
较高的消费意愿，尤其是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家
庭，希望孩子游学的意愿最高。同程旅游负责人也
表示，家长对于游学产品的价格敏感度低于大众旅
游产品。根据携程旅行网的大数据分析，目前暑期
游学十大目的地分别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新加坡、日本、新西兰、法国、泰国、芬兰。

不过也有家长表示，孩子参加的游学产品并
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几乎只游不学。而很多旅
游产品更是贴上了游学的“标签”，价格虚高。

调查发现，不少旅行社和教育机构借暑期针
对中小学生推出海外游学产品，时间大多是半个
月到一个月左右，产品热卖甚至有些已经售罄。
但有些参加过游学产品的家长表示，很多游学产
品是“到此一游”，含金量不高，“学”的部分浅尝
辄止。

从事游学行业多年的业内人士认为，从“学”
的程度上来说，游学产品中的亲子游学团一般上
课行程安排较少，因为上课需要将家长和孩子分
开安排，操作难度和成本都会增加，因此“学”的
部分的确不多，多是以参观游览为主，但其间会
增加与校方的交流和介绍，也算是游学产品；还
有以课堂体验为主的游学团，安排学生到当地的
学校或培训机构进行一段时间的课程学习，其中
名校插班上课的费用往往比较高，培训机构价格
相对便宜，这类产品“学”的部分也就多一些，但
实际效果还是以增加体验和见闻为主。这些产
品游览段的费用差不多，主要价格差别在住宿、
课程和师资这些方面。

贴游学标签价格虚高

从亲子游学产品出发，市面上标以游学产品
的价格普遍比普通旅游费用高，以亲子游学美国
东西海岸十大名校产品为例，行程以参观学府、
博物馆以及主题公园为主，加以与两所大学校方
交流，产品的成人价格普遍在 3万元以上，儿童
的费用也高达 2.5万元以上，但是在在线旅游网
站查询非游学的美国东西海岸 14日产品，价格
多在1.5万-2.5万元区间。游学产品仅仅只是多
出与校方交流及主题公园的收费项目，价格却高
出万元。另外，以日本亲子游学营 5天 4晚线路
为例，仅在东京一地以参观博物馆、未来馆、主题
公园以及学府为主，加以半天的日语培训，价格
就在 1.2万元；而东京 5天 4晚普通旅游团，同样
与游学团一样住宿四星酒店，价格却在 6000元
左右。在国外，大部分科技馆、博物馆以及学府
都是免费游览，而培训机构的短时间日语学习花
费并不多，价格却翻倍增长。即使服务质量高一
些，但这样的价格还是令一些家长直呼不值。

从教育机构的游学产品来说，普遍价格比旅
行社高。有专家表示，一方面是由于旅行社对酒

店和机票有长期的控制权，能拿到低价位机票和
协议价酒店，这是教育机构很难比拟的，导致教
育机构的游学产品价格偏贵；另一方面，教育机
构的游学产品因为受众的原因，教育因素会占比
高一些，价格也就偏高。但在其中不乏也有以语
言培训+游览结合的高费用游学团。以某教育机
构的美国佛罗里达阳光营为例，行程为一地，住宿
寄宿家庭，期间是培训机构语言课程和游览为主，
21天的价格在5万元以上。据业内人士透露，这
样的价格明显偏高，一方面行程只在一地，节省了
中间的周转成本；另一方面，寄宿家庭相比学校公
寓和酒店是最便宜的一种住宿方式，在住宿和交
通成本并不高的条件下，高昂的团费并不合理。

此外，游学产品看似种类丰富，不同线路和课
程的产品众多，但是其中游览主题公园、参观博物
馆等场地以及语言课程占据了大部分游学产品的
行程，游学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和类型较
为单一的情况。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据业内人
士透露，除一些大型旅行社和教育机构的游学团对
年龄划分较严格，客源足以支撑不同年龄段的游学
团外，其实很多游学团的成员多是混龄，中小学以
及高中的学生接受程度和水平不同，这样的游学团
对于单个学生的研学针对性也就比较差，起到的研
学效果并不如预期。 （关子辰 王胜男）

出境“ ”价格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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