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将换乘“专车”进景区
山提前应对“十一”黄金周

本报9月29日讯 (通讯员 杨坚 李中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今日，新宁县假日旅游办向社会发布信息称，该县50家上档
次的宾馆客房10月1日至5日已预订90%以上。预计今年“十
一”黄金周，崀山旅游将出现火爆之势，该县为此已提前采取
应对之策。

近年来，崀山旅游持续升温。为了迎接今年“十一”黄金
周的到来，确保游客度过一个和谐、愉快的假期，新宁县政府
组织当地公安、交通、旅游、卫生等部门，进一步落实安全责
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各职能部门及景区、旅行社、旅游服务
行业等结合实际，完善安全防范设施。县政府还组织旅游、公
安、消防、交通、安监、食品药品监督、物价等部门，对县城、景
区及饭店、宾馆等游客集中区域，进行旅游安全大检查。节日
期间，所有旅客都将在崀山北大门和瑶市中学换乘统一车辆
进入景区，以避免游客滞留和景区道路拥堵。

同时，新宁县加大监管力度，开展专项行动，打击各类侵
害游客利益、扰乱市场秩序行为。通过在景区设立投诉台、公
布旅游投诉电话并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等，确保快速、高效
为游客解决实际问题，维护游客合法权益。县里还招募了
300名志愿者，节日期间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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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²k,<ïð)*�

!"#$ & % ' &" (

!! "!"# $%&'()*+,-./012 # 3*
+456789:;<=>?@+ABCDE# FGH)
*+I;<JK45LMNOPQRST

UVW6XYH)*+45678LMZ+# [\L
M]K^_`abcdefgh]Kijk6lmnop(
)qrstunv $%"& wx#<ywz{|}~H)45
LM��PQ��� �p()*+I��#��}~�)*
+45678��#��*+���c������o�n
�����PQ����#v��PQ�NOPQ6s�P
Q�3H)*+45678LMb� ¡T _¢<ywz
}~6£YH)*¤+A¥¦LMPQ��T !!""

§̈ ©ªL«¬!o®¯°±²³k�´µ>¶·T ¸
§G¹oº»¼�½<²o¾<¿«ÀÁÂÃÄ�ÅoÆ

·ÇL�5«.ÈÉÊËÌ(ÍÎ#Ï¶Ð¿�Ñ� ¸
FG$%&ÒÓ)Ô¯ÕZ<·£Õ�°±²³kU

ÕZªL«¬!Ö×ØÙ�´µÚ¶«Û¿ÜËoÔc�
�Ý3Þ�

ßà°áâ³o *+ãkäåæçèZéÙêëìí
)�îï¯«ðÍcñÐ�.òóÊ»� ícdôõ�õ
öÕb�Ùê0÷� øùw�!úûüoýþÿÙê $'!#
��Ùê0÷#�æ,-#ý]"0÷#$ !%%% %ú#&'
() (%%% Ð*� RS�JK#+,�-./�'01+2
3�I²5+4«567Ïg8eà )%*û�#9:s�+
A;,í<=[\� !#$%" #&'()#

!"#$!%&'()*+,-./

!"0123456789

!"#$%&'%()*+,- ! . "# /012$
%&'3 $%$$& 45(6789: ' ;<=(6>;(
? (() @AB6C:D $ ;EFGHIJ;6AKL %*+
@ABMHI(?6NOPQRSTUVWXHIYTZ[T
+,T\,] ^_"`abMc; (() @AB<=(P
Qdef ,!-," !gJ;h6cij^_g`kl:K
M3 $% ;2$%&'<=(] mn^_o4p:K (
;q=(6>;(? $".&%* B6NOPQrsTtuTv
wf=x]

yz{|6defc;%(PQ<}~� -'- BM
�!/"�%&'���6�:K $ ;<=(n6p:K ",
;�=(T*, ;�=(T%, ;�=(� ' ;�=(6�
(?�2� ((. @B] ���n6 �z^_2$%&'

�(�(�����6:K�T�=(p���nb� ',,
BT', BM!�g�] ��%(K�p��bK $0& @
BM!�g�]

kl��2$%&'(�<�� ¡¢6:(£¤i
¥o9¦] §¨dec; (,,A@BM<=(6kl^_
©ª:K 12;#$%&'<=(6 C:D 3;(?#�
1,,,@B6(?« j¬eg`:M 1.)2 @B6«M
<®j !. */6 ¯°g`±�HIM²�:K 1+1(@
B%(] �³deg`c;<=(´µEFHI6¶��
AK 2*+@ABMHI(?6�(?i·2�¸@B]

o45(¹6 2$%&'(�º»¼½¾ (4( ¿B
M À] !!"#" #$%&'#

!"#$%&'#()* !!" +,
-./0 !#! 1,

!"#$%&'()*+,-./0123 4/+56
78$%&9:;<=>?$%&'()*+,-./0@
ABCDEFGHIJKLMN"/+OPEQRSTUVW
XYJKLMZ[\

!!"#$%"&%'("]%&'()*+,-./0
@ABCD^6HIJKLM\&)*+"4^6YU_`]
%&'()*+,-./0ab cd,*eE fLghi
!"#$%jk3lmad,*efLhi &$$$ jk3cd,*
efLhi '"($jk\

,!-./0")$&* n + o )+ pq &$ o &$ pErst
u +v$$,&)-$$bwu &*-'$,&"-$$\

1!-.23"xyz{|}~b�-TzU�b�-�"
T�Y��b������b^8������������
|�Y�?JKLM��Z��P\���� ¡¢��£b
¤¥LM¦§¨b©ª{|¨b«�¬}~JKU�¨®b
LM��UV¨®b¯°12±bz(¦²¨³¬´µ¨³¶
·¸¹º»¼½ºE¼½º�[¾¿7/À\

4!"563789"Á!"ÂÃUVTVYJKLMÄ
ÅÆÇ8 )$&* n &$ o && p +-$$,&)-$$ ÈÉ�Ê"ËÌ
ÍÎ"ÏÐU_Á¢ÑÒÓOPÔº\

:!;<=>"��¬ÒÓOPÔºÕÖv×ØÙËÌÍ
ÚÛÜÁÝ+,ÞÚÛß +++ àáÉ"ÚÛÜâ"ãäE�
åæçèéê

;<?"ëìí îïð
;<@A"$"*.,/))"$'"

% % % % % % % % % % % % % &'+"*.'"&$.% % &'/"*'/+##.
% % % % "B?"m�É�Ê"ñµ-./0ËÌÎ"

!"#$ C % D !& E

!"#$%&'()*+,-
./0123456789,:

２０14年9月30日 星期二综合7

9月29日，平江县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悬于大矛寨与美人峰之间、长300米、高180米的“好汉桥”变身玻璃
桥，峡谷风光尽收游客脚底，国庆期间，将对游人开放。 戴科 摄

岳阳：

30余艘游船“整装”迎客
背诵《岳阳楼记》，可获赠景区门票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尹明伟）

截至今天， 岳阳完成了30余艘洞庭湖旅游航船的调度和安
全检修工作。岳阳楼君山岛景区管委会主任黄二良表示，景
区国庆黄金周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游客在体验波澜壮阔
的洞庭湖水景游时，将享受安全、周到的服务。

9月下旬，三峡大坝持续泄洪，洞庭湖迎来了难得的国
庆丰水期。岳阳楼君山岛景区对2个旅游码头的在运快艇和
班船作了检修，完善了船只的救生设备，还调度了“岳阳楼1
号”等储备船只，以确保航运安全和运力充足。据了解，国庆
期间，景区将举办背诵《岳阳楼记》赠送景区门票的活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长乐故事会、 巴陵戏等地方特色文化活动也
将走近游客。

南岳：文明游客可获奖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朱章安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

记者今天从南岳衡山获悉，“十一”黄金周期间，南岳景区将
借助免费WIFI开通，举办一系列倡导文明旅游的活动。凡在
线上和线下承诺践行“文明旅游，从我做起”的游客，即有机
会获得南岳门票、黄山门票和车票等奖品。

此次活动分为线下、线上两种形式。线上有奖转发活动
持续整个黄金周，广大网友只要以“文明接力，为美丽中国
添彩”为关键词，或录制微视、秒拍，在关键词后面加上自己
想说的话，或配上图片或视频，@南岳旅游新浪官方微博，每
天就有机会抽取南岳门票等奖品。 线下活动在10月1日举
行，采取游客现场自愿报名拍摄秒拍或微视的方式，大声说
出“文明游客宣言”，并在“文明旅游签名墙”上签名，即有可
能获得南岳衡山中心景区门票、 大庙门票、 水帘洞景区门
票、传奇旅游景区交通票、矿泉水等奖品。国庆黄金周，南岳
景区各主要景点、交通场站、游客集散中心和门票发售站，
都将开通免费WIFI，广大游客可用智能手机、ipad和笔记本
电脑在现场拍摄秒拍、微视或转发微博，参与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南岳联手黄山、泰山等国内外知名
景区，共同开展的“文明接力”主题系列活动，旨在利用新媒
体倡导文明旅游，传递“文明旅游”正能量。

凤凰：2100个车位免费停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黄晓军 ) 今天

上午，记者从凤凰县假日办了解到，“十一”黄金周来临，该
县不仅开辟6个临时停车场，同时将交通位置便利的单位停
车场，共2100多个车位，一并提供给游客，让大家免费停车。

针对旅游高峰时段“停车难”问题，该县开辟城北旅游
停车场、城北汽车总站、县委大院及县体育馆、原县政府停
车场、红旗新区、杜田6个临时免费停车场，这6个停车场就
可提供1660个停车位；同时，该县还要求交通位置优越的县
国税局、县地税局、县水利局等多个单位，将单位的停车场
向外开放，至少可提供500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停车；该县
还安排40辆旅游大巴，免费为游客提供接送服务。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尹超
通讯员 易善任 邓道理）今天，记
者从张家界市公安局获悉，“十
一”黄金周期间，为确保进出张家
界更顺畅， 依照以往旅游交通数
据，该市出台了以“方便游客为第
一原则” 的更严更科学“导流管
制”。同时，全市多措并举、积极
“备战”，强力争创“最欢畅自驾游
目的地”。

以往， 进入武陵源区森林公
园或吴家峪检票口， 可自市区或
张花高速沙堤出口、 经省道S306
（张清公路）前往，简称1号线；或

自常张高速的阳和出口、 经龙阳
公路前往，简称2号线。但这两条
线中，因1号线承载了大量旅游巴
士、自驾车及市民的车流，加之经
峪园隧道（老木峪至森林公园）、
进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车流
也汇入该线，1号线极易发生拥
堵。为给1号线减负，决定自武陵
源吴家峪检票口前往市区的，走2
号线、常张高速（阳和至永定区路
段）；自森林公园检票口前往市区
的，走马公亭、板坪、两岔路段。

为防止自驾车前往核心景区
的沿途发生“偏离”，细心的张家界

交警早已在市区、常张高速阳和出
口、 张花高速沙堤出口至景区沿
线，总共设立了35道“指向牌”。同
时，由团市委选拔的近千名青年志
愿者，分布各要道、路口，为游客提
供咨询服务，并免费发放自驾游手
册、旅游地图、旅行口袋书等“官方
指南”。更给力的是，仅武陵源区又
新增临时车位5000多个，全区车位
达2万余个。市政府要求，临街机关
事业单位及企业须敞开大门，为车
辆提供足够的免费车位，千方百计
让广大自驾车“进得来、停得下、游
得欢”。

张家界多措并举助力自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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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陈生真

9月29日下午，秋日雨后的阳光，让
武陵山温暖如春。在吉首市人民广场，数
千土家苗汉同胞， 一同欣赏了一场展示
鼓文化的盛会———2014吉首国际鼓文
化节交流展演。

来自韩国、巴西、新西兰和乌干达的4支
国际鼓队，来自香港的卓士风笛鼓队和台湾

南仙的龙狮鼓队， 以及来自湖南、 甘肃、河
南、山西、广东、安徽、江苏等省的9支国家级
非遗项目鼓队，将他们精湛的鼓技，表演得
淋漓尽致，让观众大饱眼福。

鼓声， 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国庆黄金周“旅游小阳春”最好的闹台。

鼓文化节打起了“小阳春”闹台
“吉首国际鼓文化节”，是湖南省三

大民族文化节庆品牌之一。
今年鼓文化节的亮相，格外精彩。
雄浑刚健的苗族《迎宾鼓》 响起来

了。618面红皮大鼓，在1200多名苗族鼓
手有节奏的强力打击下， 发出了欢迎客
人的雄壮声音。《苗疆祭鼓》、《出征鼓》、
《团圆鼓舞》、《猴儿鼓》、《苗鼓神韵》、《撼
山鼓》等不同节奏、不同旋律、不同技法，
反映了苗族同胞与鼓与舞， 不可分割的
历史情感；表达着湘西苗族人民，追求幸
福自由生活的强烈愿望。

“吉周吉年”国际鼓文化巡游，上演
了一场场好戏，掀起了一个个高潮。

巡游中，国际鼓队、港台鼓队、大陆鼓
队，与吉首本地的苗狮队、绺巾队、地方戏剧
队等联袂上街巡演，与游客、市民零距离互
动，与武陵山片区各地鼓队深度交流。

在乾州古城北门和人民广场南口，设定
的两个固定表演区里，观众们还欣赏了苗狮

队、绺巾队、老司队、喜傩欢队、钢火烧龙队
等14支民族文化表演队伍的精彩表演。

这是一次对鼓文化进行全方位、多
角度、 立体式展示的盛会———千名苗鼓
手，与受邀而来的国际、港台及大陆鼓队
的鼓手们，一同擂响不同历史、不同风情
的鼓，掀起世界鼓文化的热潮。

吉首醉了、 苗岭醉了———鼓声弥漫
在整个城市。 远道而来的15000多名游
客，品尝了一场丰盛的鼓文化大餐，见识
了苗鼓文化“世界鼓舞·鼓舞世界”的特
有魅力，领略了“谷韵吉首·天下鼓乡”特
有的人文风情。

民族文化与旅游业深度融合
文化是旅游的魂。自治州在发展文化

产业时， 将其与旅游产业进行深度融合；
在发展旅游产业时，将文化铸成其魂。

自治州仅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的项目，就达26个之多。

一个个的民族文化活动， 在自治州
各地相继上演；一批批的游客，为这些活
动痴迷。

9月21日， 花垣苗族赶秋节暨苗绣
展示会，在沈从文著名小说《边城》的原
型地———花垣县茶峒古镇举行。

赶秋节是苗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今年
刚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赶秋

节， 也是苗族青年男女相互交往的节
日———苗族人民在赶秋节这天， 表演拦门
迎宾、接龙、坐八人秋、打苗鼓、唱苗歌、上刀
梯、下油锅、跳司刀、绺巾舞等节目，青年男
女则相聚一起，谈情说爱，赶起了“边边场”。

湘西文化绽放了太多的精彩， 游客
们则向这里投射了太多的关注与欣赏。
今年1至8月， 仅凤凰县接待游客就达
603.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6.88亿元。

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到来， 在湘西
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中心落成之际，
自治州文联正在加紧布置三大展览———
湘西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精品展、 湘西名
家书画展、付家成中国画展。

传承民族文化精髓，培育民族文化产
业。10月18日，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
文化生态保护节，将隆重登场,这次节会将
设4大活动———开幕式、 首届文化旅游产
品博览会、保护区建设研讨会和“相约凤
凰唱酒歌”中国凤凰·国际酒歌节……

如今，自治州正以凤凰为龙头，以吉
首为集散中心，依托凤凰古城、老司城、
里耶古城三块金字招牌， 着力打造土家
族、苗族两条特色旅游精品线路，形成全
州一小时旅游经济圈。 力争到2020年，
全州接待游客5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突破500亿元， 实现由旅游资源大州向
旅游经济强州跨越。

三湘旅游小阳春

自治州：鼓舞世界 情动苗岭
天高气爽佳节到，金秋

潇湘好出游。全省旅游行业
今年逆势上扬， 演绎精彩，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道
靓丽风景。本报今天起特派
出多路记者，深入旅游发展
特色鲜明的市州，现场撷取
旅游行业加热升温的图景，
推出 《三湘旅游小阳春》系
列报道，以推进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营造出节日的喜庆
氛围。

进得来 停得下 游得欢

山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