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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投稿邮箱：lvyou@laoren.com

■乐游资讯

三亚“候鸟”专列
4月开行

今年三亚将继续开行
2018“候鸟”返乡旅游专
列，并新开设“西域盛宴”

“锦绣湘桂”两条旅游路线，
让在海南异地养老的老年
人在返乡途中也可以随时
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同
时逐步适应南北温差。其
中“西域盛宴”线，经湛江、
西安、乌鲁木齐、吐鲁番、敦
煌、中卫、西宁等城市和景
区，最终抵达哈尔滨；而“锦
绣湘桂”线，则是经湛江、阳
朔、芙蓉镇、凤凰古城、桂
林、张家界、邯郸等地，直至
哈尔滨。专列预计开行时
间为 4 月 18-29 日。（摘编
自《北京商报》）

持证残疾人
可领旅游年卡

考虑到残疾人出行的
实际需求，中国残联联合
有关单位，为全国持证残
疾人及其一名陪护家属，
每人赠送一张价值 398 元
的全国旅游卡。适用对象
是残疾人、残疾人亲属及
残疾人工作者。这是一张
有效期一年的年卡，覆盖
全国 26 个省、500 多家景
区的跨界旅游卡，持卡游
览景区均全免首道门票。
旅游年卡激活时间截至 5
月 31 日，逾期不再办理。
（摘编自《城市快报》）

黄龙景区开门迎客

从黄龙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获悉，作为四川
省九环线上的国家5A级景
区，黄龙风景名胜区于3月
8日结束为期3个月的冬季
封山保育，正式对外开放，
黄龙红岩关索道也开始运
行。目前，景区执行淡季门
票价格 60 元/人。黄龙风
景名胜区以彩池、雪山、峡
谷、森林“四绝”著称于世。
（据四川在线）

林芝7个A级景区
桃花节免费开放

近日从西藏林芝市桃
花节组委会办公室获悉，
第十六届桃花旅游文化节
将于3月29日在林芝市巴
宜区嘎拉村开幕。广大游
客在欣赏漫山遍野桃花的
同时，还能免费参观7所A
级景区。今年桃花节恰巧
赶上“冬游西藏”特殊优惠
实施的第一年，即西藏全
区所有A级景区在2018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间门
票免费。西藏林芝有 7 所
国家A级景区，分别是巴松
措、雅鲁藏布大峡谷旅游
区、鲁朗景区、南伊沟景
区 、卡定天佛瀑布景区、千
年核桃王景区、尼洋阁景
区。（摘编自《惠州日报》）

房车出游受中老年人欢迎

“买个房车可以到处旅
游，这车就是我的房子，我到
哪儿都可以住下，不用住旅
馆，挺好。”来自北京的“房车
族”张迎春说。59岁的张迎春
跟老伴一起踏上房车之旅已
有3年多时光。“我们已经走了
大半个中国了。”

“车子外面是世界，车子
里面是自家。”这是对房车旅
游最直观的描述。多位自驾
游和房车游的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房车露营旅游，属于自驾
游市场中的高端类型。虽然
对房车的爱好是不分年龄和
阅历的，但目前真正能够有能
力去驾驶房车旅游的，大多是
那些“有钱有闲”的成功人

士。山东交运济宇高速房车
俱乐部负责人赵建军介绍，从
他们这两年的接待中可以看
出，50 岁到 60 岁左右，有时
间、有经济实力、家庭无负担
的游客是房车旅游的主力军。

持C1驾照就能驾驶房车

在业内，2015年被普遍认
为是房车元年，2016年是房车
快速增长期，2017年则是爆发
式增长。相关数据显示，去年
全国房车销售超过1万辆。

与房车销售相比，房车租
赁市场更火热。某业内人士透
露，虽然现在国产房车不贵，但
租辆房车更经济，租一辆中端
房车的市场价大概是1200元
一天，大多数用户都能接受。

房车旅游的季节性比较

强，春节期间，三亚、云南等南
方地区成为房车旅游的主要
目的地。住 5-6 人的房车可
享受高速免费通行的政策，驾
驶员持有 C1 驾照即可驾驶。

“三亚地区酒店价格的飙升，对
于房车旅游无疑是利好，租车
费用还不到酒店住宿费用的三
分之一。”赵建军说。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房车
旅游发展较快的地区集中在北
京、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房车
营地多、主题产品类型丰富。
2017 年中国房车露营地已建
成800个，主要分布在江苏、浙
江、上海、四川、福建、广东、陕
西、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

出行首要念好“安全经”

拥有多年房车经验的浙

江温州64岁的王志武介绍了
房车出行需注意的事项。

“开房车旅行是一种比较
经济划算的出行方式。如果暂
时没有购买房车的打算，租一
辆来开开也不错。”王志武说。

在王志武看来，房车出
行，最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安
全：“吃好睡好心情好，开车不
喝酒，在路上严格遵守交通规
则，这是房车出行最重要的一
点。”如果是参加房车俱乐部
的活动，每车最好选出一位临
时“家长”，所有途中大小事都
听“家长”的安排。有意见分
歧时，要与“家长”共同协商，
得出意见统一的解决办法。
旅途中，在没有纪律的地方，
考验的是人的素质，大家应该
相互帮助、照顾。

带着“房子”去旅行
被誉为“华南旅业风向标”的第26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已于日前正式落幕，给市场

带来了房车游等多种新业态。作为一种门槛低、灵活性强的旅行休闲方式，房车游在中国
越来越受中老年人追捧，与房车相配套的营地建设也在迅猛发展。（整理/本报记者曹虹）

自上映以来，军事动作大
片《红海行动》好评如潮。这
部电影国外场景是在北非的
摩洛哥取景的。摩洛哥目前
对中国游客执行的是免签政
策，买张机票、订个酒店，就可
以来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红海行动》拍摄取景选
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城市中心
的数条街道和高速公路。卡萨
布兰卡是摩洛哥的历史名城，
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卡
萨布兰卡的标志之一是哈桑二
世清真寺，耗资5亿多美元修

建，三分之一建在海上，以纪念
从海上来到摩洛哥的阿拉伯人
祖先。城中不少建筑是白色
的，在湛蓝海水的环绕下，呈现
出迷人的港口风情。

在取景卡萨布兰卡后，剧
组进到了极度干燥闷热的沙

漠地区拍摄。撒哈拉沙漠壮
观辽阔，许多人来到摩洛哥，
必定要深入沙漠，白天骑上骆
驼探寻撒哈拉的神秘，夜晚扎
营撒哈拉沙漠，再回想下三毛
与荷西的爱情故事，撒哈拉之
旅也会因此增添浪漫色彩。

马拉喀什是进入撒哈拉沙
漠的门户城市，也是一座古城，
这里有北非最大最热闹的广场
——德吉玛广场。除了可以逛
各种摊位买东西，还可以品尝当
地小吃、欣赏各种表演。（摘编自

《广州日报》）

跟着人气大片探访摩洛哥

最近，辽宁大连遭遇极冷
天气，但这挡不住姜海峰每天
骑车出门。2005年至今，姜海
峰和他的“老朋友”走遍大半个
中国，累计骑行10万公里。乍
一看，谁也猜不到这位外表硬朗
的老爷子已有70岁，更想不到
他曾是切除左肺的癌症患者。

“我退休前是个司机，腰间
盘突出和腰肌劳损严重，但退
休后在家呆不住。”姜海峰说，
2005年，他在征求医生同意后
开始骑车。快 60 岁开始骑自
行车，对姜海峰来说并不容易，

“我不断给自己加公里数，今天
骑 5 公里，明天骑 10 公里，骑

到 40 公里的时候坚持一段时
间。”姜海峰说，2006 年开始，
他 已 经 骑 到 周 围 的 城 市 。
2008 年开始，姜海峰决定远
行，先后骑行到北京和上海。

正当姜海峰乐此不疲时，

2012 年，他被查出了肺癌，手
术摘除了左肺。术后不久，姜
海峰又开始短途骑行，“除了快
速发力呼吸会跟不上，其他的，
没想象中那么难”。2013 年，
他和骑友去了银川，此后又骑
到过乌鲁木齐、西宁、郑州等城
市。姜海峰还独自前往青海湖，
在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的路段上飞驰了一圈。虽然较
强的高原反应断了他骑车去西
藏的念头，不过他还是打算在
75岁前继续画他的骑行地图，

“我还想骑车去海南、四川，但
75岁以后，恐怕身体就不允许
了”。（摘编自《半岛晨报》）

12年骑行10万公里，患癌也未停■旅途故事

人们总希望外出旅行时
玩得惬意又省钱。近日有旅
行社为老年朋友出门支招，总
结了让旅途省钱的3个窍门。

1.别忘记老组织。单位工
会、小区居委会和街道社区有
时会有一些与旅行相关的信
息。只要你多加留意，就有望
选中心仪的旅游项目，还能与
熟人一起出行，既省钱，又便捷。

2.充分利用购物退税政
策。目前，全球有包括欧盟主
要成员国、澳大利亚、日本、韩
国、新加坡、泰国等40多个国
家和地区实施了购物退税政
策。想得到退税，要满足以下
条件：一要满足当地国家购物
金额，并在一定时间内亲自原
封不动地带回国 。第二，认准
有蓝白灰三色退税购物专用

标志的商店购物。此外一定
要有目的国的海关盖章。

3.选一张优质的环球旅行
卡。很多银行都推出了具备
多种功能的环球旅行信用卡，
不仅能让你畅通无阻地购物，
还能省去外汇交易的手续费。

此外，要保护好隐私。一旦
隐私被泄露，就有可能被盗用，
造成损失。（摘编自《大江晚报》）

三个办法给旅途省钱

■出游提醒

西非暴发
拉沙热疫情

根据世卫组织和尼日
利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
报，近期尼日利亚、利比里
亚 等 国 家 暴 发 拉 沙 热 疫
情。针对上述国家的疫情，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提醒，来自上述国家的人
员，如有发热、头痛、肌肉
痛、呕吐、腹泻、腹痛、口鼻
出血等症状，入境时应主动
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
报，并配合开展检疫查验工
作；前往上述国家和地区旅
行的人员要避免接触鼠类
和拉沙热病例；旅行中或旅
行后3周内出现拉沙热相关
症状者，须立即就医，并向
医生说明近期的旅行史，以
便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
（摘编自《湛江日报》）

春季出游防过敏

春暖花开，很多人都想
来一场春游。不过春季出
游还有很多要注意的。

提前观察天气：春季气
候多变，一些必要的户外装备
像户外鞋、登山鞋等应带上。

预防花粉过敏：春天百
花争艳，要注意预防花粉过
敏。首先要找准过敏源，如
果没进行过彻底的脱敏治
疗，在选择春游地点时，应
尽量回避花多的地方。出
游前可先服扑尔敏或安其
敏等抗过敏药物，户外活动
时不要近距离“拈花惹草”。

防止蚊虫叮咬：如果不
慎被昆虫叮咬，应立即涂擦
风油精或皮炎平等，被松毛
虫、蜘蛛、蜜蜂、蝎子等叮
伤后应冷敷处理。此外，
还要注意防晒。（摘编自

《今日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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