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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个中国少年在埃及神庙上刻名“到此一游”引起国人共愤？
为什么来自礼仪之邦的国人竟然“荣登”“全球最不受欢迎游客”亚军？
为什么中国首部旅游法颁布，明确要求旅游者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为什么国家旅游局再发 7 年前的旅游文明行为公约？
因为文明的脚步跟不上飞速奔跑的旅游业。 有人说，这需要中国人 5-8 年，

甚至一代人的成长时间。 但我们说，只要你从现在做起———

文 / 实习生 张笛 本报记者 王恺凝

人与风景 相看两不厌

■ 热点关注

文明旅游，你应该做到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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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

1 维护环境卫生。 不随地吐痰和口香
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2 遵守公共秩序。 不喧哗吵闹，排队遵
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
谈。

3 保护生态环境。 不踩踏绿地，不摘折
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

4 保护文物古迹。 不在文物古迹上涂
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5 爱惜公共设施。 不污损客房用品，不
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
电，用餐不浪费。

6 尊重别人权利。 不强行和外宾合影，
不对着别人打喷嚏， 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
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 尊重各民族宗教习
俗。

7 讲究以礼待人。 衣着整洁得体，不在
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
士；不讲粗话。

8 提倡健康娱乐。 抵制封建迷信活动，
拒绝黄、赌、毒。

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注重礼仪，保持尊严。
讲究卫生，爱护环境；衣着得体，请勿喧哗。
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女士优先，礼貌谦让。
出行办事，遵守时间；排队有序，不越黄线。
文明住宿，不损用品；安静用餐，请勿浪费。
健康娱乐，有益身心；赌博色情，坚决拒绝。
参观游览，遵守规定；习俗禁忌，切勿冒犯。
遇有疑难，咨询领馆；文明出行，一路平安。

■ 链接 品质旅游，让你获得更高层次的享受

观崀山云海。 贺君 摄

天门倒影。 谢根科 摄

芷江风雨桥。 张念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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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游览 与山水人文同入画

为什么我们爱旅游？ 因为我们无法改变
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改变生活的宽度。旅游
让我们从角落里的一棵树变成了天空中的一
只鸟，远方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
心灵，让我们身心愉悦。 但美丽的山水、悠久
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人类， 我们如何和周围的
旅游者和谐共享？

有一个人的旅行，没有一个人的景区。旅
游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离不开排队。

湖南华天国际旅行社市场部总监张世忠
有次带团在韩国济州岛参观，一游客排队，同
团队友一窝蜂站在他前面， 把原本排在第二
位的游客远远挤到后面去了,场面乱成一团。
以后每次带团，他都要提醒游客。

湖南新康辉旅行社领队唐奇峰建议，看
演出时，别忘了把第一排留给小朋友。有一次
在湘西民俗村， 一位家长为了让小孩能看到
表演，把小孩扛在肩上，凸起的“小山峰”引来
一片埋怨声。

山水之外的文化，比山水更富魅力。在导
游讲解时，细细聆听让我们收获意外惊喜。在
博物馆，游客打手机、说笑嬉闹，严重干扰了
认真听讲解的团友， 也错过了难得的心灵体
验。

友情提醒，在风景名胜区，你也千万别把
你喜欢的鸭脖子、豆腐干等食物拿出来狂嚼，
难闻的气味，食物的碎屑、油渍蹭到旁人的衣
服上，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文明用餐 体验中西饮食文化

出外旅游， 品尝地道的美食成为必不可
少的行程。但若不能遵守基本的用餐礼仪，哪
怕再美味的食物也会毁了出游的心情。

各取所需的自助餐越来越流行。 但用餐
时应选取适量的食物， 在慢慢品味每一道菜
肴的精髓时还能避免舌尖上的浪费。 而吃饱
喝足之后， 细心地把餐盘放到指定的地方会
为你赢得赞许的微笑。

近年去欧美的游客越来越多， 湖南海外
旅游有限公司的胡导提醒， 应安静地感受西
餐文化，在国外的餐厅，人们说话的声音都非
常小，只能听到刀叉碰到盘子的声音。喝酒碰
杯，吆五喝六，大声聊天的中国游客，让他恨
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在国内，团队同桌用餐时，最好使用公筷
和汤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再心急也别忘
了谦让老人与小孩，尊老爱幼是美德。

文明拍照 留下最美的倩影

终于到了向往的目的地， 谁都想把让人
惊叹的美景用相机带回家，留作纪念，与亲朋
好友共享。

但拍照也要讲文明，不能想拍就拍。
在游客密集的景点， 拍照要排队并避免

长时间逗留。在名人故居拍照留念时，莫越过
跨栏， 触摸展示的文物。 攀爬古树或雕像拍
照，自己觉得像个英雄，在旁人眼里你并不高
大。

即使风景独一无二， 也不能忽视自身安
全。

在张家界的空中田园、 西安华山的险道
上、台湾野柳海岸、韩国济洲岛的悬崖边，虽
然都设了警戒线， 但总有一些游客为了最佳

的拍摄效果，越过警戒线，让人心惊胆颤。
不是所有的风情都能留在你的相机里。

博物馆、古堡、寺庙都是严禁拍照的，收起相
机，用心去记录。 虽然你很喜欢孩子，在国外
要拍可爱的孩子，切记先征得家长的同意。如
在法国巴黎， 你贸然把镜头对准婴儿车里熟
睡的男童，就有可能被气愤的家长夺过相机。
在美国华盛顿，你亲切地去摸摸孩子的头，可
能有警察要带走你。

文明出行 洒下一路欢歌笑语

在旅途中，游客要搭乘各种交通工具。
在飞机上， 你不能为了让自己睡得舒服

点，脱掉鞋袜，把脚放在前座的椅背上或用于
放耳机的口袋中。 在大巴上，你可别把行李放
在座位上，更不要和老人小孩去抢座位，或在
车上吃东西，尤其是榴莲等气味重的水果。 如
果你吸烟上瘾，千万不能想抽就抽。 在国外，
很多公共场所即使没有禁烟标志， 也是不能
吸烟的。

出于安全考虑，大型交通工具的第一排一
般不坐乘客。 在海上乘快艇，也不要争先坐第
一排。 不管在国内国外，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
线，抢红灯可不是勇敢，而是违反了交通规则。

文明如厕 A 面与 B 面同样光鲜亮丽

在旅游中，游客最怕的是找不到厕所，或
者找到了却脏得无法立脚。 欧洲公厕有一句
常见提示语：“如果你希望别人留给你的洗手
间是洁净的， 那也请你留给别人洁净的洗手
间。 ”

谁也不想见到景区内污水横流和厕纸遍
地的公厕，在最私密的入厕空间，让你的行为
和光鲜亮丽的外表一致，“事后冲水”与“定点
投放废纸”缺一不可。

在欧美国家，游客不要踩在坐便器上，用
后记得把坐便器的盖子盖上。 洗完手后应用
烘干机或纸巾擦干手， 边走边甩的水珠甩掉
了你高雅的形象。 也不要随手把免费的厕纸
顺手拿走。

自然风景区，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景区厕所数量有限。 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局长黄锡建议游客在进入景区前先去一趟厕
所。途中，若有小朋友等不到去下一个景区厕
所，家长应包裹排泄物并放入垃圾箱。

文明住店 在异乡做一个美丽的梦

当游客结束一天的旅途， 拖着疲惫的身
躯回到酒店时， 都希望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环
境，好好睡一觉，补充能量再出发。

刚刚从柬埔寨旅游归来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 好几个晚上， 都在深夜被旅行团的人吵
醒， 苦不堪言。 如果你在深夜入住酒店或离
开，请安静地办手续，因为还有很多房客在梦
中。 即使在房内，也不要把电视开太大声。

在酒店中， 希望那个用浴巾或床上褥单
擦皮鞋，烟头把地毯烧得星星点点，把内衣裤
晾在灯罩上的人不是你。

目前，一些酒店提供免费洗漱用品，但不
能因免费而肆意浪费。 也不要将免费用品塞
满行李箱带走。 湖南生态旅行社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丽芳说，节约是一种美德，但有游客在
离开后，用其他卡片插在电源感应处，空调和
电视一整天都开着。

省旅游局副局长刘之明一直倡导品
质旅游，他认为高层次的旅游享受离不开
高品质的旅游习惯。 当旅游业由初级阶段
向更高阶段发展的过程中，游客也需要自
我提升。

呵护生态 让青山绿水长在

抛下都市快节奏的生活， 回归大自
然，生态旅游正成为都市人休闲的热门选
择。 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需要游客的细心
呵护。

每到旅游旺季， 大量游客涌向景区。
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黄锡建议：游
客不妨乘坐客运索道，既能减轻景区的人
流压力，又能欣赏崀山壮观的全景。 若是
来到奇景众多的天门山，企划主管丁云娟
建议，游客可提前咨询工作人员，避开人
流拥挤的景区。 不走寻常路，发现独具一
格的美景。

在绿意葱茏的山林，大火能瞬间摧毁
一切。 湖南古刹名寺众多，每天都有大批
香客云集。 如果诚心礼佛，要在规定区域
燃香。

“没有买卖，没有杀戮”。 湖南生态旅
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芳说，湖南生态
旅行社从不安排游客食用山珍野味。 即便
有游客提出要求，导游也会耐心说服。

在世界自然遗产景区，外来生物的入
侵和外来文化的影响都是一种破坏。你来
时，不需要任何礼物，走时，不要带走一片
云彩。

户外运动正成为一种时尚。 在野外，
以穹庐为被, 大地为床是一件多么富有诗
意的事， 但露营时可不能真正“随遇而
安”。 在崀山、天门山这样的世界自然遗产
景区，原则上不允许游客露营。 需在工作
人员安排的指定区域活动。 若生火做饭，
要确保火完全熄灭后才能离开。 离开时，
更不要将垃圾倒入清澈的小溪。 有游客获
得批准后在崀山何家湾扎营游玩， 离开
时，不留半点垃圾，甚至带走了其他区域
的垃圾，令景区管理人员颇为感动。

尊重文化 让旅游变成深度体验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家忘掉”，但
愿这种毫无价值的旅行说
的不是你。

如何不荒废每一天的
行程？ 出发前我们一定要
做功课， 先熟悉了解目的
地的人文地理、传说故事。
像到欧洲，教堂、博物馆、
美术馆众多， 如果你不事
先有所了解， 就会错过每

一处的精彩。 参观博物馆和美术馆，要细
心地聆听，莫动辄问这个东西值多少钱。

世界是多元的，不同的国家、不同民
族的饮食习惯、服饰、民俗民情、建筑风
格，乃至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都各不相
同；世界宗教多种多样。 我们应多尊重、了
解、理解这些不同的文化。

东南亚国家大多有独特的宗教文化。
如果在旅途中看到当地奇特的宗教仪式，
游客们可以停下脚步观赏，但大声喧哗或
取笑是极不礼貌的。

在阿拉丁神灯的故乡，伊斯兰教是当
地人心中最崇高的信仰，每年有固定的斋
月。 作为路过的游客，应尊重他们的虔诚。

游客还应尊重他人的服务。 当导游、
景区工作人员以亲切的微笑接待游客时，
游客也应报以善意的微笑。

理性购物 莫当会走路的钱包

选购具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给旅行
带来不少乐趣。 但如今，中国游客给外国
人的印象是：住最差的宾馆、吃廉价的饭
菜，买最贵的奢侈品。 仅美国第五大道上
阿玛尼旗舰店，中国游客消费占店里销售
总额的三分之一，被戏称为“会走路的钱
包”。

消费观念的不成熟，盲目跟风或攀比
让我们的旅行渐渐变质。 在美国、法国的
奢侈品店，为了应对蜂拥而至的中国顾客
潮， 店家不得不对中国游客提出限购令、
限时令。 但游客依然为自己抢到潜水名
表、限量包包而沾沾自喜。 可从不潜水的
你，真的需要一块能防水 300 米的万国手
表吗？

除了蜂拥而入那些名牌店，你是否了
解过当地更受大众欢迎的二线品牌？ 在意
大利米兰，有很多出售纯手工制品的精致
小店，或许就在你直奔奢侈品店时与你擦
身而过。

在国内，张世昌导游每一次带团出行
前都提醒游客，购物应充分考虑自身经济
能力及实际需求，切勿跟风、扎堆购买。 有
一次，带一个老年团去云南，游客在药材
市场纷纷抢购各种中药材。 有些游客甚至
不知道药名更别说用途，买回来当然束之
高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