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水人文美食快乐湖南

山水湖南、文化湖南、美食湖南、快乐湖南。
湖南旅游推介会上打出的四张名片，让国际旅行
商们啧啧赞叹。为外国友人量身定制的 8 条湖南
精品旅游线：山水风光旅游线、湘楚文化旅游线、
地质奇观旅游线、沪昆高铁旅游线、名人故里旅
游线、田园风光旅游线、民族风情旅游线、宗教文
化旅游线，吊起了老外的胃口，选哪一条好呢？

在开幕式上欣赏过桑植白族民歌、 土家山
歌、苗族婚礼，旅行商们走进张家界溪布街，他们
被三棒鼓和傩戏勾了魂，又被 8 个市州的几百件
特色商品晃花了眼。 他们在苗绣、银饰、织锦、蜡
染、砂石画等店铺里拍个不停，要选择珍贵的“张
家界礼物”带回家。

9 月 13 日至 18 日，旅行商们用脚步丈量大
美湖南，体验三条湖南精品旅游线路。

走进凤凰， 走进怀化。 经过全长 1176 米的
“世界峡谷跨径最大钢桁梁悬索桥” 湘西矮寨大
桥，去凤凰古城，在沱江边，寻一个看一眼就忘不
了的湘西阿妹；去国际和平之城芷江，中美空军飞
虎队纪念馆内，触摸飞虎队血战长空的激情岁月。

去常德，穿紫河畔的德国小镇让金发碧眼的
旅行商们备感亲切。 去长沙，一座制造快乐的山
水洲城和马王堆老太太的组合让老外震惊。去韶
山，了解毛泽东如何成长为一位影响世界进程的
伟人。去岳阳，观洞庭湖国际湿地，期待国际观鸟
节的到来。

见惯了教堂的旅行商，去南岳衡山，在寺庙
道观里体会中国人礼佛参禅的神秘； 至祝融峰
顶，扎一顶帐篷，数星星，赏中秋月色。去郴州，隐
在莽山里，深呼吸，来一组森林瑜伽。

湖南的美景文化，就这样与世界共享。湖南，
也期待更多的合作共赢。 我们相信，诚如世界旅
游组织亚太区副主席李昌龙所言，此次中国（湖
南）国际旅游商大会，必将为中国和国际旅游业
带来积极的商业结果。

湖
南
印
象
微
信
公
众
号

主 编：易禹琳
版式设计：彭 婷

第359期

湖 南 日 报 社
湖南省旅游局 主办

2016年9月14日 星期三12

全世界

文 / 易禹琳 柏润

中秋月将圆，秋露桂
花香。正是金秋好时节，9
月 12 日， 第十五届中国
（湖南） 国际旅游节如期
而至。

湘约全世界，牵手张
家界。 这一次，由国家旅
游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湖
南)国际旅行商大会同时
在张家界拉开帷幕。

霜林正染色，梯田稻
谷黄。 秋水共长天一色，
万物丰盈美好 。 锦绣潇
湘 ，敞开怀抱 ，欢迎五湖
四海嘉宾———

高端对话全球旅游未来

“七大洲各有千秋，四大洋滔滔碧波。 不要错
过，每道你喜欢的风景。 旅游美丽的地球，共享美
好的世界……”

当主题曲《旅游共享美好世界》的优美旋律
在宝峰湖上回旋，当张家界的景区里竖起了韩国
名山的广告牌，“旅游就是共享”的观念将更深入
人心。 开幕式上，会说七国语言和与游客简单交
流的机器人导游代表先进科技的共享， 武陵源
里，一场旅游与国际合作高端对话，将“共享”诠
释得更具体。

“张家界与国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日渐频繁，
每年仅接待韩国游客就超过 40万人次。 但相对发
达国家，张家界的国际化程度还远远不够，希望和
世界旅游组织、各国旅行商交换经验、共同成长。 ”

“老挝与湖南有着一些相同的民族，只是叫
法不一，湖南旅游对老挝人很有吸引力，希望双
方共同加强宣传、提升旅游服务。 ”

“南方航空未来将为张家界开拓更多的国际
航班，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 ”

9 月 12 日，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客源国
家地区的旅游局领导、国内外知名旅游专家与国
际旅行商代表在张家界共聚一堂， 面对面交流。
他们就“世界旅游合作大背景下的湖南旅游发展
对策与思考”、“如何开拓湖南旅游入境客源市
场”、“融入湖南旅游发展的世界旅游合作” 等核
心命题展开了高端对话。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开辟了一条贯穿亚
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两千年后，习近平主席“一
带一路”共同复兴的倡议，将促进沿线 65 个国家
旅游业大发展，旅游市场更开放，区域旅游更多
合作。 中国（湖南）国际旅行商大会，将促进“一带
一路”倡议的实施。

三湘四水汇洞庭，通长江奔大海。
地处内陆的湖南人从不缺乏穿山越
野，走向世界的梦想和勇气。174 年前，
湖南邵阳人以《海国图志》成为中国睁
眼看世界第一人。 今天，湖南旅游人以
举办首届中国（湖南） 国际旅行商大
会，来推动湖南旅游国际化进程。

其实， 湖南旅游早就以开放的姿
态， 打下了国际化的基础。 先后与美
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等 27 个
国家的 70 个省州市建立友好城市；
“北纬 25 度·温泉旅游圈”国际旅游联
盟、“2015 中俄红色旅游洽谈”、 张家
界延边釜山两国三市州签约等旅游合
作活动不断； 湖南与世界的距离也越
来越近，150 多条航线到达五大洲 90
多个城市，张家界也已开通 20 个境外
航点。 法国、 德国已在长沙设签证中
心。

中国(湖南)国际旅行商大会，湖南
要与全世界牵手。 9月 12日，张家界静
默了亿万年的奇峰和宝峰湖的飞瀑作
证，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名旅行商
手牵手，在这里发表《世界旅行商合作
张家界宣言》。 宣言的每一个字被刻在
石碑上，毫无疑问，《世界旅行商合作张
家界宣言》 将被载入中国旅游史册，成
为全球旅游最瞩目的焦点。

从这一刻起， 全球各地旅行商都
将铭记、执行牵手责任：共同推动客源
互送、信息互通、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共同促进文化交流、相互了解、友好往
来、共同发展；共同承诺严格自律、诚
信经营、优质服务、游客满意；共同倡
议国际合作、增进友谊、消除贫困、促
进发展。

从这一刻起， 湖南将更加积极地
助推世界旅游产业的发展。

国际范看张家界

这是最好的时代，旅游是最好的投
资。 这是全球化时代，游客全球化正走
向产业全球化。“十三五”旅游业规划实
施的第一年， 飞速发展的湖南旅游业，
由奥运冠军熊倪、龚智超、龙清泉、向艳
梅等代言的湖南旅游，要挣脱内陆的束
缚，走向国际化。

一节一会应时而生，湖南人向全世
界发出邀请，23 个国家和地区近 500
名旅行商和媒体相会张家界。

这里是初显国际范的旅游地。 那直
刺苍穹的奇峰三千与秀水八百，是全世
界独一无二的“张家界地貌”，不负世界
自然遗产地、 世界地质公园盛名。 全
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国家绿色
旅游示范基地”的山水田园、生态户外、
养老养生、旅游演艺，将张家界变身“休
闲之城”。 智慧旅游平台、旅游工商、公
安、法庭、游客服务中心是你张家界之
行的旅游“管家”和“保镖”。 荷花机场起
落的飞机正开拓除韩国、 中国台湾外，
直飞泰国、印尼、俄、美的新航线。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以敢为天
下先的精神， 在不断地创造着人间奇
迹。翼装飞行世锦赛、飞机穿越天门洞、
九十九道弯轮滑大赛、 百龙天梯攀岩
赛、山地越野挑战赛，吸引着全球的目
光，获誉“极限运动天堂”。 国际乡村音
乐周、国际森林保护节、全球首个民俗
文化活动月， 是五大洲人们共享的节
庆。 世界上最长的高山客运索道、创下
六个世界之最的“穿山扶梯”、百龙天梯
的“玻璃轿厢”、世界第一台山水实景音
乐剧《天门狐仙》，震撼着每一名游客。

为迎 23 个国家和地区贵宾来，好
客的张家界人准备了三道特色菜。 9 月
10 日晚， 世界最大文化旅游吧云顶会
穹顶如“七彩莲花”绽放，多国明星的表
演预热张家界激情之夜。 9 月 12-13
日，来自美国的高空舞蹈团在天门山峭
壁上进行惊险而优美的舞蹈，讲述人与
山的故事。9月 12日，城区澧水河上，滑
水摩托艇精英赛带来水上金字塔、水上
飞人、 立式花样、F4中国方程式 PK 表
演。 9 月 14 日，长 430 米、高 300 米的
世界最高最长玻璃桥———张家界大峡
谷玻璃桥迎接国际旅行商和媒体去试
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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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中国(湖南)国际旅行商大会暨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在张家界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 宋弋 摄

天门山悬崖舞蹈秀 董兵 摄

洪江古商城 尹忠 摄

南岳日出 李绵星 摄

芷江和平文化城风雨桥洞庭湖湿地 杨一九 摄

晨雾中的凤凰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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