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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中国有 13 亿人口，如果每年
能有 1%的人到捷克旅游，对我们国
家的经济带动将是惊人的！”捷克共
和国波杰布拉迪市市长朗格尔·拉
基斯拉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现在中国在提倡高质量发展，这
与捷克提倡的为“中高端”客户提供
旅游体验的目标非常一致，波杰布
拉迪市愿意为中国游客“定制”旅游
服务。

朗格尔·拉基斯拉夫说，波杰布
拉迪位于欧洲的中部，郑州在中国
的中部，两个城市区位非常相似，二
者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旅游资源，他期待能够和郑州产生
良好的合作，并以此为突破口，让更
多人了解捷克，走进捷克。

当前阻碍中国人到捷克旅游的

主要原因是“语言障碍”和“生活方
式的差异”。朗格尔·拉基斯拉夫表
示，捷克人不太擅长说英语和汉语，
这让很多中国游客感到不适应、不
方便。另外，捷克是疗养胜地，包括
波杰布拉迪市也在推广疗养旅游。
但是，中国游客的时间一般很宝贵，
旅游节奏很快，在一个地方停留几
天就会辗转下一个目的地，因此中
国游客需求与捷克当地提供的服务
存在错位。他表示，中国近 20年的
发展速度惊人，人们的富裕程度也
让人惊叹，为了能吸引更多中国游
客选择捷克，选择波杰布拉迪市，他
们愿意为中国游客提供“定制”的旅
游服务。③4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在2018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猴加官、箜
篌、泥猴、剪纸、茶道等代表中原传
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中
外嘉宾的关注。

“这是古代的玩具，是戏曲的衍
生品，叫猴加官。它在 300年前的
受欢迎程度，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
的网红玩具。”来自新野县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徐劲松在耐心地给
嘉宾介绍猴加官的历史。

“古时候，猴戏非常受孩子欢
迎，聪明的手工艺人根据猴戏创作
了猴加官玩偶，来弥补小孩子不能
天天看猴戏的缺憾。”徐劲松一边讲
解一边演示玩偶制作的过程。猴加
官的谐音是封侯又加官晋爵的意
思，有了这个吉利的名字，一些经济
条件优越的家庭也就舍得花钱买一
个猴加官送给孩子。

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客人被猴
加官的奇特外形和背后故事所吸
引，不断拍照，并表示希望能够买几
个带回国。来自北京市旅游局的王
女士也表示要给孩子带几个回去
玩。

江苏苏州市旅游局信息处处长
王如东对猴加官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他表示，很想把猴加官引进到
苏州园林中，让外国人在游览时可
以参与猴加官的制作，亲身感受中
国古代人的生活。

在王如东看来，“传统文化+旅
游”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没有文化
的旅游很苍白，没有旅游做载体，
传统文化很难传承。王如东表示，
中原地区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如果
能借助现代旅游、互联网社交平台
等工具，让全世界的人来做使者，
就能够把这些文化瑰宝传播出去，
让我们的文化自信更自然地建立
起来。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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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河南商品进入美洲的桥梁
——访智利伊基克市市长毛里西奥

300年前的“网红”玩具

猴加官火爆会场

希望中国能打通整个
南美洲的铁路运输网，
让未来郑州和伊基克
的贸易更好地进行。”

□本报记者 栾姗

“‘厕所革命’，实在是件
很有意思的事，让人有眼前一
亮的感觉。”5月28日，“一带
一路”旅游城市市长峰会
上，德国法兰克福市副市长

潘睿思接受本报记者专
访表示，越是这样的小
事，越能折射出旅游城市
的精细化管理程度。

潘睿思风趣地说，
游客最怕内急，怕路上
找不到厕所。听说河南

旅游景区新建了很多“可以欣
赏优雅音乐，具备自动冲水系统、

无线Wi-Fi连接”的五星级公共卫生
间，这种干净整洁、有专人管理的厕所
非常令人向往。

让潘睿思印象深刻的不仅有“厕
所革命”，还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是仅次
于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和巴黎夏尔·

戴高乐国际机场的欧洲第三大机
场。但当潘睿思来到郑州后，还是不
禁发出感叹：“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太
棒了！无论是规划设计、基础设施，
还是配套服务，都是国际一流水
平。”当听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还要
启动三期工程，潘睿思竖起大拇指
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应该尽
快实施。”

法兰克福有哪些优秀的旅游资
源？潘睿思说：“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两
个地方，就不算真正到过法兰克福。
一是大文豪歌德的故居，他在这里创
作了《浮士德》；二是圣保罗教堂，德国
首次国民议会在此举行。欢迎大家来
法兰克福！”②8

5月 28日，在“一带一路”旅游城市市长峰会上，参会嘉宾围绕“旅游创新，照亮城市未来”“旅游共享，再造城市价值”“旅游合作，共创城市繁荣”等话题展开
互动交流，碰撞智慧火花。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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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栾姗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

会越开越大。

新时代的河南作为“一带一路”

的重要节点省份，一如既往地敞开

大门、拥抱世界，主动参与、积极推

动中国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旅行中，我们遇到新的人，

见证新的文化，开阔眼界、打开思

想，认识到多姿多彩的世界。”5月

28日，“一带一路”旅游城市市长峰

会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

任祝善忠说，“让我们从河南走进中

国，走进‘一带一路’。”

行走丝路：
旅游助力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近500项世界自然和
文化遗产，该区域国际旅游总量占全球的70%。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说：
“旅游从来不是孤立的，本身就是空间的流动，从来
都是国际化贸易的直接体现。近年来，河南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陆上‘丝绸
之路’越跑越快，网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便捷，买全
球卖全球正在成为现实。”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跟踪的中国旅游发展预测
显示，中国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综合贡献和社会工
业综合贡献超过1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特别顾问安妮塔·曼迪蕊塔说：“河南
有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文
化建筑群、中国大运河河南段、丝绸之路河南段等五
处世界文化遗产，对世界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势
必带来旅游产业经济效益的大幅提升。”

情满丝路：
旅游促进人文交流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伴随签证便利、开通直飞

航班及航线增加，旅游已从“奢侈品”变成生活幸福
感的“日常品”。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段强说，出国游不再只有“新
马泰”和“欧美澳”，中东、西亚、北非等原来的小众、
冷门目的地，正向更多中国游客敞开大门，“最明显
的变化是，我在巴黎转机的时候，看到巴黎机场的标
志信息都是用3种语言：英语、法语、中文。”

河南游客如同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驼队，带出
去的不只是消费，文化的输出同样亮眼。“你能想象
吗，在法国巴黎、美国檀香山，少林功夫、陈氏太极甚
至濮阳杂技，都有许多狂热的追随者。在练习场馆
里，放着中国古典音乐，所有人随节拍进行习练，对
古老的中原大地充满向往。”中科院旅游研究与规划
设计中心副主任齐晓波说。

掘金丝路：
旅游投资空间广阔
旅游正在成为一种跨地域、无国界、无障碍的社

会化、普遍化消费行为，这也意味着旅游投资的空间
和前景无限。

斯里兰卡科隆坡市市长罗茜·塞纳纳亚克说：“中
国人说，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联通将大幅提升旅
游的可达性，从而带动被投资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

波兰卢布林省省长斯瓦沃米勒尔·索斯诺夫斯
基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签署合作备忘录，简化人
们往来的签证手续，将极大促进入境旅游和出境旅
游，我们刚刚就与河南省政府签署了《友好合作协议
书》。”

希腊伊拉克利翁市副市长吉安·格兰西尼说：
“我们很希望开拓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吸
引更多的国际邮轮巨头入华开辟更多母港和停靠港，
迎接米字形高速铁路网上的河南游客。”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
新之路、文明之路。新时代的河南旅游正以其独特的
综合优势，带给国内外游客高质量的出游体验。③6

访谈

愿意为中国游客“定制”旅游服务
——访捷克波杰布拉迪市市长朗格尔·拉基斯拉夫

两个城市区位非常相
似，二者都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旅
游资源，期待能够和郑
州产生良好的合作。”

河南能连Wi-Fi的旅游厕所令人向往
——访德国法兰克福市副市长潘睿思

‘厕所革命’，实在是件
很有意思的事，让人有
眼前一亮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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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5月28日，在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区，民间艺人向与会嘉宾展
示猴加官这一传统手工艺品。⑨3
本报记者 董亮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栾姗

“郑州和伊基克都是交通枢纽城
市，我们愿做河南商品进入美洲的桥
梁。”5月28日，“一带一路”旅游城市
市长峰会上，智利伊基克市市长毛里
西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毛里西奥介绍说：“这是我第二
次来中国，第一次来河南。但是，我与
华人的关系非常熟，因为伊基克是智
利华人最集中的城市，在街上遇到华
人的几率比首都圣地亚哥还要高。”

伊基克具有“一半是海水，一半
是火焰”的迷人风光。毛里西奥指着
宣传资料上的美丽海滩为记者介绍

说：“伊基克的CAVANCHA海滩是
南美洲最美丽的海滩之一，蓝天白云
下明媚的阳光、温暖的海水、细腻洁
白的海沙，还有大海和沙漠中瑰丽的
晚霞，使人流连忘返。同时，伊基克

的各类博物馆、海滨、梦幻之路、垂钓
俱乐部、国际滑翔伞运动基地、免税
商业中心以及各种各样的夜间表演，
形成了全天候的观光休闲乐园。”

伊基克还是一座免税港口城
市。毛里西奥说，“伊基克是南美洲
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巴西、玻利维亚、
阿根廷等国的物产通过伊基克销往
全球。中国的‘丝绸之路’正好连接
伊基克，有很多中国企业在这里驻扎
进行贸易活动。”他顿了顿说，但是，
伊基克铁路还不发达，而中国正在南
美援建铁路。希望中国能打通整个
南美洲的铁路运输网，让未来郑州和
伊基克的贸易更好地进行。③6

花絮

▼外国嘉宾对中
国传统技艺点赞。⑨3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