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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8日开始，湖北省近400家

A级旅游景区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开

放。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包括

“十一”黄金周在内。全国疫情低风

险地区游客，实名预约，测温、扫健康

码后均可免门票进入景区。

活动期间，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

将集中发布一批品牌旅游线路，精心

推出一批提档升级的新晋A级景区，

各市州也推出各种惠游活动。如武

汉市推动“打卡大武汉”“武汉48小时

惠游卡”等惠民行动，宜昌市搭建了

涵盖宜昌所有景区、酒店及旅行社产

品的“宜昌云游馆”，恩施州鼓励发行

首批千万旅游惠民消费券，丰富旅游

产品，增加游客选项。

各景区按照“限量、预约、错峰”开

放要求，每日按照核定的日最大承载量

的50%进行预约，预约平台于8月8日

正式上线运行。此外，湖北还通过设立

旅游包机、旅游专列、旅游包团等项目

奖补，欢迎省外游客入鄂。 （新华）

湖北所有A级景区对全国游客免门票

本报讯 8月7日至8日，话剧《解

忧杂货店》在泉州大剧院温情上演，

这是《解忧杂货店》首次改编中文话

剧在中国演出，东野圭吾先生还亲笔

书写，为这部话剧题词。

首演当天，泉州大剧院邀请了该

剧总导演、出品人刘方祺举办了导赏

见面会，刘方祺不仅向泉州的观众分

享了剧中暖心故事，还带领观众揭秘

舞台道具。曾经执导过《三体》舞台

剧和《盗墓笔记》系列舞台剧的刘方

祺这一次选择了《解忧杂货店》这样

的治愈系话剧，回归最质朴的舞台表

达。话剧版几乎是把原小说中90%

的内容都作了呈现。

话剧《解忧杂货店》讲的是一个

时空交错的故事，他们在舞台上搭建

一个完整的“解忧杂货店”，通过旋转

舞台360度呈现各个细节，同时把过

去和现在勾连起来。在写实的基础

上，舞台还加入不少充满童趣的元

素。剧中每个人物都拥有不同主题

的音乐，不同的故事也用上了不同的

乐器组合来表达，渲染出细腻的情感

变化。

（记者 洪亚男 通讯员 郑文华）

首次搬上中国话剧舞台
话剧《解忧杂货店》亮相泉州

旅游
播报

经过三年精心锻造，8月8日上

午，泉州市德化石牛山景区正式开园

迎客。据悉，石牛山景区位于德化县

东北部水口镇境内，主峰海拔1782

米，森林覆盖率高达92.5%，素以峰

险、石怪、树奇、洞幽、瀑高、水秀、竹

茂而闻名，曾先后荣获“国家森林公

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水利风景

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自2017年7月以来，石牛山景区

按照《石牛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总体规

划》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

以“一园两镇八村一带”为空间布局

展开建设。其中包括岱仙瀑布、石牛

山主峰、岱仙湖等项目，总规划面积

达106平方公里，涵盖南埕镇与水口

镇，累计投资6.5亿元。

开园后，新建成的7168米超长索

道、玻璃观景台“天空之心”以及石龙

溪橡皮艇漂流、岱仙溪竹筏漂流等项

目将为游客带来全新游玩和观赏体

验。据了解，园区新修索道高度差达

1088米，由46座立支架支撑，配有131

个水平行进吊厢，设计运行速度6米每

秒，每小时单向运量可达1450人。“天

空之心”观景台悬空高度达314米，正

处于岱仙瀑布上方，观景台往空中外

挑悬空长度约52米，总面积520平方

米。此外，石牛山的主峰与水蚀花岗

岩石蛋地貌也兼具科研勘探价值。

据介绍，开园后，石牛山景区会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将每

日的入园人数控制在1800人以内，而

且门票采取预售制。今后，石牛山景

区将以创建5A级景区为目标，进一步

整合沿线温泉、漂流、农家乐等资源，

不断挖掘和丰富旅游新业态，成为德

化的又一张旅游名片。 （德化旅游）

泉州德化石牛山景区8月8日开园迎客

旅行过程中，除了美景，途中

的美食也是丰富旅游体验的重要

元素。据悉，借力石狮旅游产业

的强劲复苏，今年来，在市文体

旅游局的指导下，市伴手礼协会

已初步选定黄金海岸觅鲜馆、绿

岛国际酒店、荣誉国际酒店、古

浮湾海鲜大排档、双奇电商城等

旅游团、商务团出行点或旅游团

队团餐就餐地布置若干石狮伴手

礼销售点，将伴手礼元素“嵌入”

旅途全过程。

“要让游客一走进酒店就看到

石狮的伴手礼，品尝‘石狮味道’！”

绿岛国际酒店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了便于游客采购石狮伴手

礼，绿岛国际酒店特意将伴手礼销

售点设置在一楼入口处。目前，该

销售点已完成装修。“下一步，我们

将联合石狮伴手礼协会，做好伴手

礼的推广及销售。”

记者还注意到，随着前来石狮

旅游的旅行团日益增多，市文体旅

游局还通过举办石狮市情讲解员

（导游）培训、石狮市旅游大使�导
游（讲解员）季度赛等形式，加强旅

游讲解队伍建设，加快培育讲解员

（导游）人才，更好地为游客讲好

“石狮故事”；完善旅游配套，招商

引入黄金海岸“橘若”民宿，为游客

提供高品质的住宿环境。

“这趟来石狮旅游太开心了，导游介绍得

很详细，让我们领略了不一样的石狮文化。”

这是来自厦门的张大姐游玩石狮后发出的感

慨。原来，今年7月底，在泉州假日国际旅行

社地接导游的带领下，张大姐带着父母参加

了“石狮孝老一日游”，他们先后游览了六胜

塔、峡谷旅游路花海谷公园、永宁古卫城、永

宁城隍庙、中骏黄金海岸等石狮景点及网红

打卡点，从不同角度深入游石狮。

“‘地接游’确实为我们增加了一个拓客

渠道。”泉州假日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纪辉娜表

示，今年来，假日国际旅行社主动承接地接旅

游团队，主要包括“孝老游”“亲子游”“研学

游”等主题游团队。“如果不是受疫情影响，今

年地接团游应该会更多。”在纪辉娜看来，“地

接游”的增多，还有益于活跃旅行社的地接导

游队伍，提升他们的讲解水平。

事实上，作为石狮本土的龙头旅游企业，

早在2019年初，泉州假日国际旅行社便率先

启动地接业务，提前布局石狮“地接游”市

场。当年11月中旬，假日旅行社即与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签订《泉州假日国际旅行社开

通泉州各县市区到石狮组团旅游包车业务备

案登记》《泉州假日国际旅行社开通泉州市行

政区域以外到石狮组团旅游包车业务备案登

记》，并组织带来了多个外地研学旅行团。

近段时间以来，尽
管石狮高温不退，但来石狮的

地接旅游团一直保持着“热度”。据
石狮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数据显示，
自今年4月恢复省内游以来，在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由石狮旅行社承接的
来石旅游团共计89趟次，旅游人数3246人。

评判一个地方的旅游市场，外来游客量
无疑是重要的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旅
游配套的不断完善，旅游产品逐渐丰富，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走进石狮、了解
石狮，也为石狮全域旅游发展注
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地接游”
为旅行社增加拓客渠道1

完善配套 提升“地接游”旅游体验2

加快发展全域旅游城市
旅游

关注

石狮“地接游”渐火
为石狮全域旅游注入新活力

政策扶持 鼓励地接旅行社引客入石3

游客游览六胜塔公园 茅罗平/摄

“地接游”，不仅增强了石狮人

气，也将进一步刺激带动石狮消费

市场。正因为此，去年的6月、9

月，石狮先后出台了《石狮市人民

政府关于执行市七届人大三次会

议〈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决议〉

的实施方案》和《石狮市扶持旅游

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措施》，建立客

源引入机制，鼓励旅行社精准对接

客源开展地接，引客入石。尤其

《措施》直接明确，对旅行社组织接

待石狮以外的国内旅游团队（每团

不少于15人），游览经市文体旅游

局推荐的不少于3个景点的，给予

地接奖励；我市旅行社开通从外地

来石狮的定时、定点、定线的旅游

包车，每年在完成约定的引流目标

后还可申请包车奖励。

“今年我们将用好地接奖励

政策，持续推进‘线上、线下’营销

网络，吸引更多游客到石狮旅

游。”市文体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石狮旅游配套日趋完善、

旅游政策持续推动，更多旅游产

品进入旅游市场，今后的石狮还

将更有得玩、更有得看。

（记者 林富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