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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槐高柳咽新蝉。
5 月 19 日，中国旅游日乘着初夏的清风来了。
这一次，我们为您推荐一位叫文明的游伴。
与她同行，我们将与山水共欢，与历史相知，与各民族和谐……

中国旅游日，与文明同行
文/本报记者 张 笛

链 接

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

5 月 18 日， 由省文明办和省旅游局
联合在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举办“文明与
旅游同行”大型主题活动。 来自旅行社、景
区景点和酒店的旅游从业人员将参加《文
明旅游承诺》宣誓，《文明旅游公约》背诵
和“文明旅游监督岗”授旗仪式。

来自省内各大旅行社、景区景点和酒
店的旅游从业人员组成一支“文明旅游”
引导员志愿服务队。 旅游旺季，志愿服务
队将深入各大景区，对游客的不文明行为
进行劝导，并为游客提供景区服务咨询。

5 月 19 日起，省内各等级旅游区、星
级乡村旅游点、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将在经
营服务场所新增一批图文并茂的文明旅
游宣传标语，并免费向游客派发文明旅游
宣传资料。

5 月 19 日各地优惠活动

● 长沙：武汉、合肥、南昌、长沙联合推出
“美丽中三角 快乐都市游”百名留守儿童
旅游公益活动，四城市百名留守儿童将交
换各城市免费游览。
● 株洲： 下载神农谷景点图片， 制作胶
贴，张贴在车辆上的游客，门票 5 折；以短
信方式写出神农谷 10 个以上景点名称发
到指定 QQ381739941 的游客，门票 8 折；
在 QQ 空间或微信朋友圈里上传 10 个以
上炎帝陵景点照片的游客， 门票 5 折；徒
步旅行或骑自行车出游门票 5 折。
● 张家界：5 月 30 日前， 对全球 19 岁以
下（含 19 岁）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 怀化：沅陵凤凰山森林公园 、龙兴讲
寺、辰溪燕子洞景区门票 5 折；麻阳县旅
游景区（点）、新晃古乐城大前门、夜郎大
峡谷、会同高椅古村免门票；通道游万佛
山免皇都表演及芋头门票。
● 湘潭：向 2000 名游客派发《旅游护照》，
游客凭“护照”享受 5 折到 9 折不等优惠。
● 常德： 桃花源景区当天凭身份证免票
入园；柳叶湖渔樵景区、花岩溪、河洑快乐
景区、夹山闯王陵、寺庙免门票；壶瓶山景
区门票五折。
● 衡阳： 衡阳市民 100 元无限次游览衡
阳市收费景点（含南岳衡山旅游景区）。
● 郴州： 当天生日的本地居民凭身份证
A 级景区免门票；游客参与郴州市旅游外
事侨务局官方微信的“微信秒杀”活动，获
得景区门票。
● 邵阳： 新宁崀山景区 B 线、 新邵白水
洞、白龙洞门票五折；邵东县所有景点免
门票。
● 永州：3A级以上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
● 娄底： 各景区门票 5 折 （梅山龙宫 8
折）。

森林公园 植物园 动物园

文明休闲但见山欢水笑

满山杜鹃争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
或远眺或近赏，赏花不采花，让这份美景

停留更长时间。景区办公室主任吴樟桃说，每
当看到游客把杜鹃花摘下来编成花环之后又
随意丢弃，十分心痛。

有游客为了一探大围山珍稀植物的芳
容，冒险进入原始森林。 吴主任说，没有携带
户外装备，冒险进入绝不是明智之举。

无论冬夏，森林公园都是防火重点区域，
请放下手中的香烟、打火机，尽情呼吸天然氧
吧的清新空气。

得益于大围山的青山绿水， 每年都有很
多背包客来此扎营露宿， 在景区划分的区域
内露营既能欣赏独特的风景又能确保游客的
安全。 夜幕下，请用手电筒照亮前方的路，任
何明火都不被允许， 自助烧烤当然更是禁止
的。体验完美妙森林之夜，不留下一点垃圾是
回馈大围山最好的礼物。

一年四季，鲜花盛开，这里是湖南省森林
植物园。

漫步于樱花园里， 不要刻意摇晃或踢打
树干以求落下大片的花瓣， 或跑进郁金香花
海里，踩踏花朵。青青翠竹，令人心情舒畅，但
在竹枝上刻字并不是一件什么有诗意的事。

鸟鸣兽啼，这里是长沙生态动物园。
当园区的观光车把你带入猛兽区时，孟

加拉虎和非洲狮的雄姿让你兴奋无比， 但请
不要大力拍打车窗玻璃，恐带来安全隐患。

憨态可掬的熊猫深受游客的喜爱，游客向
它们扔零食，可能让贪吃的国宝生病。

在观看动物表演时， 尖叫声和口哨声会
让表演的动物感到不安， 即使非常想成为参
与表演的幸运观众也请勿高声争抢。

博物馆 名人故居

文明参观悦读历史人文

走进博物馆，开始一段穿越历史的旅途。
湖南省博物馆有大量马王堆汉墓文物、

商周青铜器、 楚文物等， 长沙博物馆为毛泽
东、杨开慧同志故居旧址。亲和力旅行社导游
部陈经理建议游客放慢脚步，降低交谈分贝，
否则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导游讲解的精华。

拼命往队伍前挤？ 下次不妨先参观人群
较少的展馆。给珍贵而又脆弱的文物拍照时，
记得关掉闪光灯，切勿用手触碰文物。

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是井冈山和湘赣根
据地革命斗争历史的缩影，正是特定的历史背
景造就了标语独特的语言风格，请不要浅薄地
嘲笑。 停止玩闹，认真阅读文字标牌介绍。

从长沙一路向西， 这里有刘少奇、 毛泽
东、彭德怀故居。华天国际旅行社导游彭倩妮
提醒游客， 请怀着崇敬与缅怀的心参观这些
景区，不要大声说笑。 如果要留影，请站在围
栏以外,再也不要发生 5 月 2 日，花明楼刘少
奇故居， 一名年轻小伙把脚踩在铜像头上照
像的粗野事件了。

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广为传颂， 越来越多
的家长带着孩子参观曾国藩故居， 来一场教
育之旅。景区讲解员廖静温馨提示，这里全区
禁烟，墙上的字画请抬头欣赏不要用手触碰。

山水洞岛

文明探险延续地球传奇

大自然亿万年的鬼斧神工， 造就了我们
今天看到的奇山异水。

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以石英砂岩峰林地
貌和黄龙洞著称。每当节假日，公园山道人潮
拥堵， 焦躁的情绪让我们无法充分享受旅游
的乐趣。 亲和力导游部陈经理建议老年和儿
童游客，乘坐索道游览公园，既节省体力还能
从高空俯瞰整个景区。

黄龙洞的石笋、 石柱、 石钟乳等奇石奇
观，是大自然赠予我们的珍贵礼物，是不可再
生资源，若大家都敲一块带回家，我们的孩子
将来还能见到奇观吗？ 奇石的造型独特赋有
艺术感，但它们不是休息的椅凳。

人间天上一湖水，游东江湖，莫站到座位
上或将手伸入水中，更不能往湖里扔垃圾，你
可知这是多少人饮用水的源头？

橘洲公园是镶嵌在湘江里的一块宝石，
城市的天然氧吧。 难得走出办公室的现代白
领，请将私家车停在景区外。公园里一块块翠
绿的地毯，莫让鞋和垃圾弄脏了它。全园禁止
烧烤，游客可带些熟食。

古寨古镇

文明体验不妨入乡随俗

山势跌宕，绝壁高耸，民居飞檐跷角，这
里是德夯苗寨；世界最高的吊脚楼下，上刀山
下火海跳摆手舞哭嫁， 这里是张家界土家风
情园。

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只有了解、尊
重，才能体会旅游的意义。

土家姑娘出嫁时，唱着哭嫁歌，你不要大
惊小怪，那种依依不舍离开娘家的歌，哀婉动
人，是“中国式的咏叹调”。

在少数民族村寨里， 随处可见穿着可爱
的儿童，虽出于喜爱，但不经同意就摸他们的
脸或给他们拍照， 有可能引来他们长辈的抗
议。碰到有纹饰的少数民族，请放下指指点点
的手，这是他们民族的印记，需尊重。 苗家门
前树立的桃木棍是用来辟邪的， 你该绕过木
棍走。

张家界土家风情园办公室主任陈生常介
绍，土家人迎客是从一首首土家歌开始的，听

到兴起的你可以随歌舞动但别吹口哨， 在土
家文化里这是不吉祥的。 当他们奉上拦门酒
时，礼貌地接过可别贪杯，陈主任说曾有游客
喝醉了， 竟在园区民俗表演的百兽场上呼呼
大睡。

湘江东岸，昔日的天然良港———靖港，如
今成为古镇景区，置身其中，你仿佛瞬间穿越
时空。 或许古镇只是你漫长旅途的一个停靠
点，对于原居民来说，却是他们的家园，相信
你一定不会在自家乱扔垃圾， 更不会随意损
坏生活设施。

景区工作人员吴明涛说，认识靖港，有诀
窍！ 走进小吃店，礼貌地与店主问声好，除了
特色小吃， 店主或许会热情地为你戏说一段
历史传奇。

宫观寺庙

文明洗心静听晨钟暮鼓

南岳自古以来为宗教名山。
福严寺、南台寺、大善寺、上封寺、黄庭

观、朱陵宫、祖师殿都有不凡的来历。 作为游
客的你即使没有宗教信仰，这些庙宇建筑、宗
教文化也值得一游。 祭祀仪式时， 如大声谈
笑，指指点点，会扰乱信徒的清修。遇到僧人，
不用躲避，双手合十，微微低头，或单手竖掌
于胸前才是礼貌的做法，与道人碰面，则两手
相抱，左手抱住右手举至胸前，微微低头。 远

道而来的背包客们， 一定记得将荤食放到背
包的最底层，山上的素斋值得品尝。

是否还记得南岳头炷香曾被炒到上万元
的新闻？景区工作人员文丽贵说，现在南岳已
取消这种亵渎宗教信仰的商业行为。 怀着虔
诚的心，遵照景区的指南使用线香代替拜香、
香包、蜡烛及鞭炮，将线香放到景区划分的香
台，如此便完成了参拜仪式。

南岳大庙圣帝殿的菩萨神像， 慧思禅师
的墓地———三生塔，是最具宗教文化的景点，
收好相机。 用双眼来记录一切。

主题公园

文明游园重拾童年童趣

在长沙海底世界的触摸池， 你能与色彩
斑斓的海星和憨态可掬的海龟来个近距离接
触，但拍打或扔垃圾会吓走这些小家伙们，如
果你刚吃完零食，请先擦擦手再去抚摸它们，
手上的细菌或许是它们生病的源头。

海洋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海洋馆里享
受 VIP 待遇的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些游客却往水池里扔电池、硬币、钮扣等异
物，让误吞干电池的中华鲟几乎丢了性命。

当欣赏潜水池里“美人鱼” 的曼妙舞姿
时，扮鬼脸、拍打玻璃瞬间会破坏这童话般的
意境，亲切地微笑和挥手吧。

在株洲方特世界，当逃出恐龙岛、飞跃太
空山这些热门项目大排长龙时，不要心烦，更
不要插队， 不妨看看从头顶呼啸而过
的过山车，远处激起的浪花。玩得精疲
力尽时， 公园各处都设有供游客
休息的长椅， 但坐在造型可爱的
卡通装饰物上的你可不是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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