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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城联动、
随心自驾、
99 元畅游——

上海旅游节“温州场”
好戏连连
本报记者

冉梦蝶

通讯员

曹艺聪

﹃十一﹄黄金周

9 月 12 日晚，2020 上海旅游节在流光
溢彩的南京路步行街盛大启幕，
同一时间，
在百岛洞头，
上海旅游节温州分会场吹响号
角，
推出一系列跨区域的优质产品、精品线
路、
品质服务及惠游举措，
点燃金秋出游热。

融入大上海
长三角旅游推广联盟成立

本报记者 翁卿仑
泰顺县龟湖镇，位于温州最
南端，毗邻泰顺仕阳和福建的福
安和柘荣，是闽浙两省三县五乡
镇之中心的边贸集镇。这里因盛
产泰顺石而知名。
泰顺石，学名叫叶蜡石。20
世纪 80 年代探明，龟湖储有叶蜡
石资源亿吨以上，为世界第二、亚
洲第一，从此有“世界蜡都”的称
号。2011 年前后，随着泰顺本土
一批石雕篆刻大师钻研龟湖叶蜡
石并创作了一批高品质的作品，
在国内外大赛上屡获佳绩，龟湖
叶蜡石的文化底蕴和名气大幅度
提升，渐渐地，在业内被称为“第
五国石”泰顺石。
近年来，龟湖镇依托丰厚的
自然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产业及泰顺石产业，
每年举办禳神
节、泰顺石文化旅游节等节庆活
动，
并于今年年初获评浙江省第一
批 4A 级景区镇，每年吸引游客 5
万余人。
同时，龟湖镇作为闽浙边合
作发展重要参与者，大力推动区
域“共建共治共享”，促动边界地
区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助力打造
新时代闽浙边合作发展先行区。
本周六，
龟湖将举办
“神气满
满 驾游龟湖”旅游节。该旅游节
由中共泰顺县委宣传部、泰顺县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泰顺石
产业研究院等单位主办，泰顺县
龟湖镇人民政府、
闽浙边合作发展
联盟乡镇、
泰顺石工艺美术行业协
会等单位承办。

百岛鼓韵民俗表演。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长三角艺术名家走进温州暨“中国山水诗
发祥地”诗词分享会、2020 首届长三角美
食文化周、长三角千人团自驾游温州、苍南
自驾黄金海岸线沙滩狂欢之旅、楠溪江房
车露营电竞之夜、楠溪江星巢音乐嘉年华、
雁荡山布谷市集、
“温润之州·青灯市集”
等
近 30 场次活动。通过车友自驾、达人采
风，以全新的角度深入发掘自驾温州的美
及核心产品优势，体验独具温州特色的自
助旅游新型业态体系，
并通过社交平台、短
视频平台等密集发布温州自驾旅游美图、
视频和游记，让旅游资源的细节得到生动
地呈现，
吸引更多自驾人群来温州旅游、消
费、体验，并分享传递“诗画山水 温润之
州”
的魅力。
此外，
在 9 月 21 日至 10 月 6 日，
长三角
餐桌计划温州专场活动将在上海举行，并
推出“温州美食月”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展示温州名小吃、温州特色菜，
讲
述温州名菜故事，
传播温州美食文化，
打响
“瓯味百碗”
美食品牌。

惠民力度大
99 元可畅游全市 26 个景区
节庆期间发布了
“来温一站式”
自驾游
惠游政策、上海旅游节温州分会场的系列
相关活动及惠民措施。此前，长三角 PASS
文化旅游年卡沪温版正式上线，首次实现
上海、温州两地“异地同享，一卡通玩”，两

地市民仅需支付 199 元，即可全年畅游上
海和温州 54 大景点（如需购卡可下载“温
州市民卡”APP，点击“长三角旅游年卡”了
解详情）。
此次上海旅游节，为进一步加大惠民
力度，在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文旅主管部门
的支持下，推出了“99 玩一城 悠游长三
角”旅游年卡，首批涵盖上海、黄山、温州、
南通、杭州、南京、苏州、湖州、无锡、绍兴、
宁波、丽水、扬州、嘉兴、金华、镇江、泰州共
17 个长三角城市。其中，99 元文旅年卡温
州版囊括了江心屿、丽水街、望海楼、刘基
庙、九珠潭、中雁荡山、碗窑古村、廊桥文化
园、南雁荡山东西洞等多个代表性景区、古
村落和特色目的地，总价值约 615 元，而广
大长三角市民游客仅需支付 99 元，即可全
年畅游（上述指定各景点一年内可免费游
玩一次）。
感兴趣的市民游客可通过
“都悠游”
手
机 APP、支付宝搜索“上海旅游节”或“都市
旅游卡”
支付宝生活号、
“上海都市旅游卡”
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购买“99 玩一城
悠游长三角”产品。此外，针对长三角市
场，我市还推出了 ETC 沪通卡免费游温
州、上海职工疗休养免费游温州景区以及
半价游温州等系列优惠政策，持续供给诗
画山水特色文旅产品，加大与长三角城市
的互动合作。9 月 10 日至 11 日，我市先后
迎来了两趟来自上海的旅游专列团，借力
上海旅游节契机，沪温两地文旅交流将再
掀新热潮。

本周六，
泰顺县龟湖镇将举办旅游节

驾游龟湖，等你来

@

你来玩

上海旅游节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
具城市影响力的大型旅游节庆活动之一。
今年旅游节举办时间为 9 月 12 日至 27 日，
以五大主题贯穿全程，涵盖了“魅力滨江”
主题活动、
“启航之
路·微听上海”——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主题活
动、第二届
“建筑可
阅 读 ”文 创 市 集 、
“嗨翻南京路”商旅
文融合活动等精彩
纷呈的文旅项目。
同 时 ，通 过“ 云 旅
游”
，线上线下齐推
广，
推出一批健康、
美食、购物、夜间、
文博、会展、影视、
艺术等主题精品线
路和品质产品，共
现场发布
“99 玩一城 悠游长三角”
旅游年卡。
涉及 500 余个打卡
点，覆盖上海十六个区和长三角重点旅游
游、公共文化服务便利共享工程等领域开
城市。
展了深入协作。
联动长三角、共享一体化，是今年上海
旅游节的一大亮点，首次在南通、温州、黄
自驾花样多
山设立分会场，实现旅游节四地联办、优质
推出全新线路、创意节庆
产品和线路互动、惠民服务共享。活动期
间，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指导下，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三省一市的文化和旅
12 日晚，车友云集、歌舞开场，上海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于上海共同成立了“长三
游节温州分会场活动暨温州自驾旅游文化
角旅游推广联盟”
。联盟秉承资源共享、市
节在洞头拉开序幕，百岛鼓韵民俗表演更
场共拓、品牌共创原则，将在产品开发、深
是让人心潮澎湃。会上，全国自驾旅游产
入合作、提振消费、文旅推广等领域持续发
业联盟、上海 PTC 保时捷车主俱乐部、杭州
力，进一步激活长三角区域内文旅及相关
携程国际旅行社、浙江精诚国际旅游有限
消费的活力与潜力，
为繁荣国内经济、畅通
公司、温州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的代表
国内大循环增加动力。
纷纷上台，推广全新的温州十大自驾旅游
今年以来，温州文旅加快融深融透长
线路。同时，在洞头国际放生台设立温润
三角，通过积极请进来、走出去，与长三角
之州市集，开启了车迷好声音、房车露营、
城市文旅部门及旅行商代表，共同探索跨
汽车电影的狂欢之夜。
省旅游资源整合、线路延伸，实现客源互
历时一个月的温州自驾旅游文化节系
换、市场共享，并在“高铁+”旅游、红色旅
列活动由多个活动站点组成，将陆续推出

本报讯 （爱冰）“十一”
黄金
周，
一直是旅游出行的集中时段，
今年适逢中秋节与国庆节长假连
8 天。如果请三天假，还可以连休
11 天；请 6 天假，可以连休 16 天，
给旅游爱好者尤其是国内长线游
爱好者带来极大利好。随着国内
目前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我市无
论是市民出游还是旅游机构，都
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一方面希望
释放被压抑已久的出行热情，另
一方面则想抓住这可能是全年最
后一个旅游出行
“爆点”
。
据温州国旅负责人施菲菲介
绍，现在国内跨省旅游已经相继
恢复，
长线产品也都已陆续上线，
我市游客报名情况比往年要慢一
些，
按目前报名情况看，
国庆期间
还是以周边附近的景区自驾线路
为主，
旅行社也积极备战黄金周，
推出早订优惠等折扣活动。
记者了解到，
这个假期，
温州
市民自驾游出行住民宿将比往年
更火爆，
一车一家，
选择私密少接
触的自驾游，更适应游客对公共
卫生安全的需求，加之众多景区
实施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景区
热门目的地将重现久违的自驾旅
游消费热潮。乐清雁荡山周边民
宿和永嘉各景区的一些民宿，国
庆假期的订房率也日趋上升，特
别是近日，咨询住宿的游客特别
多。雁荡丰盛居民宿老板蓓蓓建
议，游客早订或错峰出行依旧是
假日旅游的关键，特别是热门目
的地一定要提前预订，
比如，
现在
丰盛居民宿共有 12 间客房，眼下
来预定的大都是江苏、上海等地
的游客。
距离国庆节还有半个月，为
了能在这个节点中扳回上半年旅游的“炒冷饭”，我市各
大旅游机构也都在尽量精选适合温州市民
“口味”
的旅游
线路推荐。
温州天佑国旅负责人王立其介绍，
他们推出了
昆明、大理、丽江为基础款延伸出香格里拉、泸沽湖、西双
版纳等景点的纯玩品质游线路，
和温州直飞丽江、西双版
纳的两条热门线路。此外，随着新疆跨省旅游恢复，也为
他们的国庆中秋长假国内旅游提供了更多选择。
眼下，
他
们每天都有游客上门和电话咨询线路品质等相关问题，
订单量趋于上升，但主要群体还是中老年游客为主。同
时，
半自由行也是
“十一”
这个假期很多游客的选择，
因为
机票+酒店的多日自由行产品比单订机酒更便宜，人气
呈现上扬趋势。
记者了解到，
这个假期，
许多游客的心态也发生了诸
多变化，比如市民苏女士说，她会愿意多花一些钱，去购
买比往年更好的体验和服务。记者从一些高端酒店了解
到，特别是疫情之后，高端酒店价格有所下降，
“十一”黄
金周选择入住五星级酒店、精品客栈、高端民宿的订单比
例有所提升。
温州地区
“蜂游网”
平台负责人胡平介绍，
该
平台现在每天通过平台订购出去的酒店及民宿住宿有
40 单左右，他预计接下来会呈越来越多的趋势，日接单
量会到达 100 单左右：
“ 毕竟每日浏览点击率，询问的人
数等都在增加，
出于游客对卫生安全的考虑，
许多酒店在
防疫、卫生检查等方面有所提升，
一些民宿也更加注重卫
生安全，
给游客带来更好的入住感受。”
温馨提醒 疫情过后，大家出游时要更加关注卫生
安全，比如随身携带湿巾、免洗洗手液等防护清洁用品，
勤洗手，
随时清洁，
密闭空间使用口罩，
不随地吐痰等。

平阳青街
畲乡民俗点睛
“月光经济”

夜幕下的龟湖廊桥。

溪滩越野赛和特产集市唱主角
本周六的旅游节，活动主会场位于龟湖
镇中心的禳神广场及龟湖廊桥广场一带，当
天上午的主会场，将有龟湖非遗项目禳神鼓
表演，还有龟湖当地的泰顺石、贵妃鸡蛋、铁
皮石斛、茶叶、蜂蜜、百香果等农特产品摊位
展示买卖，还有美食、周边乡镇特产展示等。
旅游节的分会场则分别位于龟湖非遗
馆、茶坪坑中共霞鼎泰县泰南区茶坪坑党支
部旧址及新湖村南岭尾溪滩。其中，龟湖非
遗馆那天将有全天的泰顺石文化作品参观
展示、印章篆刻体验、印章篆刻技艺交流等；
茶坪坑将有全天的亲子研学体验，包括红色
教育、摸螺蛳、识百草、尝百草等；新湖村南
岭尾溪滩则将举行全天的越野车溪滩障碍
赛。
当天晚上，龟湖禳神广场还将举行篝火

晚会及 T2 溪滩赛颁奖仪式。
如果你来不了现场，也别忘了在当天上
午通过温州日报官微的直播平台，
用手机观看
旅游节开幕式的盛况，旅游节上的各个分会
场，
我们也将会进行镜头切换直播。
如果想在
线上淘龟湖的深山好物，你也可以关注当天
本报官微的直播带货环节。

去龟湖，你还可以这样玩
到了温州最南端的龟湖，当然最好是住
下来玩上一两天再回去。
藏在深山高处的龟湖，旅游资源非常丰
富。
从自然风光来说，
龟湖的地势形成源于
侏罗纪火山喷发，
它的地势从山脚的 80 米海
拔直至山巅的1000多米海拔。
大多数清晨，
镇
上都能看到山间的云海翻涌。
从矿产资源来说，龟湖除了拥有叶蜡石

翁卿仑 摄

矿山，还有大明银矿遗址。龟湖采银矿始于
明朝初年（约 1368 年），鼎盛于明景泰至成
化年间（1450-1487 年），是当时浙闽境内的
大银矿，为朝廷采银的主产区之一。如今，龟
湖境内还留存有七门银洞遗址。
此外，作为浙江省第一批 4A 级景区镇，
龟湖镇上也有不少好玩的地方。比如，龟湖
镇中心，有一处廊桥文化公园，屹立在这里
的龟湖廊桥，是目前国内单孔跨度最长的木
拱廊桥。廊桥底下，就是大片的湖水，湖泊中
有 9 只石雕的神龟静卧。眼下，湖边还有不
少大朵荷花盛开。镇中心，还有泰顺石文化
主题公园，该公园以泰顺石原石铺就，国务
院国资委领导到龟湖镇调研时称其为“世界
上单位面积最贵的乡村公园”。
如果你喜欢赏玩石头，也可以在龟湖街
上随处逛逛，
到处都有买石鉴石的沿街小店，
跟好客的店主喝几杯泰顺茗茶，聊一聊泰顺
石，
本身就是很不错的休闲方式。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兆奕） “牛踏路”、抬花轿、拦
路对歌、送宝塔茶、揭红盖头……近日，平阳县青街畲族
乡举行畲族传统婚俗表演，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据悉，畲族传统婚俗表演已作为青街畲族乡“月光经济”
的重要组成，
将带领游客体验畲乡别样夜色。
今年以来，
青街乡利用秀美山水的独特资源，
建设夜
间景观灯光工程，
将沿溪错落有致的亭台楼榭和廊桥、碇
步、古宅都装扮一新，同时制订《青街畲族乡夜间临时摊
贩管理办法》等城镇管理制度，
大力发展
“月光经济”。该
乡今年以来日均游客达 2000 人，周末 5000 人以上，今年
“五一”当日更是突破两万人次。
“月光经济”相关营业额
日均 15 万元以上。农家乐、民宿数量也随之增长。
“为进一步强化夜间景观灯光工程效果，
延长游客消
费时间，8 月份，我们在青街溪青街村段附近推出了 5 场
民俗活动。本月，
我们计划定期推出，
形成常态化。”
青街
畲族乡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乡通过深挖
“畲味”
抓旅游，
结
合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创建和
“畲乡竹海”
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推动文化发展项目化、有形化和精品化。目前，该
乡已建成 3 座各具特色的民族牌坊，完成主要道路沿线
民房立面改造，完成畲族文化陈列室、文化广场、文化长
廊等项目建设，组建畲歌畲舞表演队、畲语讲团，展示畲
乡独特的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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