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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中小学放假，旅游市场开始迅速升温。越
来越多父母还是选择趁着假期，和孩子来一场难忘的旅
行，亲子类游线路预订火爆。

综合多家旅行社信息，以避暑、玩水为特征，周边游
亲子更加高频化；国内长线游中，主题乐园、海滨度假、文
化古城游，因具有较强的亲子玩乐、休闲属性，或者游学
内容，在预订中颇受欢迎。此外，每年夏季也是内蒙古、
甘肃、青海等地区最美、最适合出游时节，游客增幅明显。

今年暑期，出境游预订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 1.2 倍，
学生族、亲子家庭预订人次占比达 6 成，儿童出游年龄主
要集中在 6~15 岁。多家旅游平台报告显示，欧美长线游
中高校访问、博物馆游览更受关注，东南亚海岛之旅、日本
主题乐园及都市观光之旅，预订人群占比较高。此外，继去
年非洲避暑火爆之后，今年南非反季节避暑游、肯尼亚动物
大迁徙行摄之旅等，在中学生家庭出游中，增幅比较明显。

近年来，亲子出游中儿童日趋低龄化，加之二孩出
游，不少父母感觉到压力大，尤其在异国他乡。业内人士

支招，低龄儿童出游，家长们不妨多带些孩子喜欢的玩
具，可减少行程中哭闹；足够的衣物、尤其是风衣，孩子随
身携带家长联系卡，也很有必要。另外，出于安全考虑，
航班中婴儿乘客名额有限，如有 2 岁以下婴儿，需提前和
旅行社或航空公司预约。

作为中国游客出境游的首选目的地，目前东南亚、日
本处于多雨季节，天气变幻多端，涉水运动、偏远山区旅
游存在较大风险。而在部分欧洲国家，游客行李、财产被
抢、盗事件也多有发生。日前，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
告，要求加强暑期游客安全出游保障工作。

暑期安全出游，国内多家旅游服务企业提醒，出境游
中尤其是自由行，一定要选择当地规模较大、品质口碑好
的地接社。专家表示，除严选平台与地接外，也建议游客
做好对包括当地自然地理、气象与自救知识的充分了解，
同时购买出游保险；此外，与预订平台保持有效沟通，如
遇到突发情况或不合规操作，及时维护自己权益与安全，
也很必要。 （刘 佳）

暑期主题亲子游安全注意事项

“山水含清晖”的石门涧，专家们称它是“地质变化，
生物进化，自然造化和历史文化融合为一体的综合大观
园”。这个休闲了一千多年的老资格的旅游胜地，经过十
多年开发，又返老还童，重现出青春活力。令人陶醉的不
仅是自然风光，同时还有能令人尽情享受的文化大餐。
现在石门涧已初步形成了五大系列文化。

一是山水文化。天然石像群，加上悬挂瀑、帘子瀑、
一线瀑、串珠瀑、溅花瀑，沿溪形成的白龙潭、九龙潭、青
龙潭、碧渊潭、仙姑潭、象鼻潭和鳊底池、双箭池、福寿池、
逍遥池、八仙池、爱池等，都渗透了文化内涵，且演绎成妙
趣横生的故事。从地质文化看，这里的冰盘谷、冰条痕、
冰檫槽、冰檫口、冰溜面、冰门槛、冰震体、冰川 U 型谷、冰
川羊背石等，都是极富典型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二是历史文化。古时石门涧的庵和寺 30 多座，载入
史册的有 10 多座。故有“庙城”之称。慧远创白莲教、东
林寺、净土宗和十八高贤的形成，都是在这里打基础的。
历史文人墨客在此活动的建筑、场地、石刻、诗词，都已基
本恢复、发掘、搜集了，并以不同方式展现在游客面前。

三是艺术文化。画家认为“石门涧雄、奇、险、秀兼
备，刚柔相济一体，步步有景，处处入画，这样的艺术宫
殿，是美术爱好者写生的理想天堂”。从这一点出发，著
名美术家、教授、东方白马书画院常务副院长王西林和

国家一级美术师、著名山水画家、南京国际郑和书画院
院长章志远，分别于 2000 年和 2004 年在石门涧建立了

“王西林中国画艺术馆”“章志远美术馆”，这在庐山开了
历史先河。

四是体育文化。为了满足游客对具有挑战性、刺激
性、趣味性的参与性游乐项目的需求，石门涧分别在 2003
年和 2004 年，建起了四条滑索的双向“空中飞渡”和七条
不同高度的攀崖道，成为国家级的国际攀崖赛事基地。
现在这里又先后建有高空、低空的断桥、抓杠、巨人梯。
现已列为“中国大学生野外生存拓展基地”。开展攀崖、
速降、滑索、溯溪、探险和背摔台、胜利墙、智力电网、野炊
场、篝火场、野营场等一系列活动。

五是建筑文化。山洪猛，涧水长，跨水建桥梁。石门
涧已建的 12 座桥梁，造型各异，既有实用性，又有观赏
性。新建的 12 座亭台楼阁，尽显古朴、典雅、小巧、雄伟等
不同风范，在万绿丛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通天接
地，与人相依相存，成了第二自然风景。

根据历史文化和自然特征，石门涧形成了“各具特
色，彼此相扣，完整统一，移步换景”的十二个园区。1996
年国际专家考察庐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走的就是这条线
路，所以形成了这样的口碑：“欲识庐山面，请走专家考察
线”“不到石门涧，难识庐山面”。 （王盛伦）

石门涧的五大系列文化

贵州梵净山

梵净山地处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
脉主峰，海拔高度介于 500~2570 米之间，有着
极度丰富的植被和地貌。这处遗产地就像是喀
斯特海洋中的一个变质岩岛屿，从第三纪开始
起源于这里的诸多动植物以这里为家园。其隔
离特性带来了高度的生物多样性，包括特有物
种梵净山冷杉和贵州仰鼻猴以及濒危物种如中
国大鲵、林麝和白冠长尾雉。梵净山拥有亚热
带地区最大、最接近原始状态的山毛榉林。

梵净山也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和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是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MAB）成
员，中国十大避暑名山。列入保护对象的动植
物达 40 多种，被称为生物资源的“基因库”“人
类的宝贵遗产”。

四川九寨沟

九寨沟地处青藏高原东南斜面向四川盆地
的过渡地带和岷山山脉南段尕尔纳峰北麓，是
长江水系嘉陵江源头的一条支沟，地质结构复
杂。这里高低悬殊、气候多样、山明水秀。九寨
沟有长海、剑岩、诺日朗、树正、扎如、黑海六大
景区，以明朗的高原风光为基调，以高峰、彩林、
翠海、叠瀑和藏族风情这“五绝”而驰名中外。

提醒：九寨沟景区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采
取临时性闭园措施，暂停接待游客。重新开放
信息有待另行通告。

中国南方 喀斯特

地理位置：位于云南省石林，贵州省荔波、
施秉，重庆市武隆、金佛山，广西壮族自治区桂

林、环江。
受青藏高原隆起等影响，演化至今的“中国

南方喀斯特”，拥有最显著的喀斯特地貌类型
（如尖塔状、锥状喀斯特）以及如天生桥、天坑之
类的雄伟奇特的喀斯特景观，已完整形成了一
个热带、亚热带喀斯特上升发育区的结构系统
和演化序列，对研究现代区域水文网及长江三
峡的形成等都提供了宝贵的地貌证据，在世界
上也是少有的。

四川黄龙

黄龙风景名胜区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松潘县境内。由黄龙景区和牟尼沟景区两
部分组成。

黄龙风景名胜区处海拔在 3000 米以上，于
三大地质构造单元的结合部，地理状况特别复
杂。整个风景名胜区总面积 1340 平方公里，区
内雪峰林立，海拔 5000 米以上的就有 7 座，其中
岷山主峰雪宝顶海拔 5588 米。黄龙风景名胜
区既以独特的岩溶景观著称于世，也以丰富的
动植物资源享誉人间，素有“世界奇观”“人间瑶
池”的美誉，是珍贵的自然遗产。以彩池、雪山、
峡谷、森林、滩流、古寺、民俗称为“七绝”。

湖南武陵源

湖南武陵源在湖南省西北部张家界市与慈
利、桑植两县交界处。

武陵源的景观类型主要为砂岩峰林景观，
次为灰岩喀斯特溶洞景观、灰岩喀斯特峡谷景
观、高山湖泊景观和人文景观等。这里集“山
峻、峰奇、水秀、峡幽、洞美”于一体，堪称人间奇
迹，鬼斧神工，生态价值极高。

云南“三江并流”自然景观

“三江并流”由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流
域内的山脉组成，跨越了云南省丽江市、迪庆藏
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涵盖范围达 170
万公顷，形成世界上罕见的“江水并流而不交
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它是云南省面积最
大、景观最丰富壮观、民族风情最多彩，但基本
尚未开发的景区。同时，它位于东亚、南亚和青
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处，是世界上罕见
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
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四川 大熊猫栖息地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在四川省境内，成都平
原与川西高原之间，地跨成都市、雅安市、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四个地级行
政区。拥有丰富的植被种类，环境与第三纪的
热带雨林相似，是世界上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
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也是全球最大最
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全球 30%以上的野生大

熊猫栖息于此。另外，
这里亦是小熊猫、川金
丝猴、雪豹及云豹等其他
濒危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江西三清山

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上饶市玉
山县与德兴市交界处。

三清山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展示了独
特的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
与多种植被、远近变化的景观及震撼人心的气
候奇观相结合，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
美学效果，呈现了引人入胜的自然美。同时，它
又是一座具有 1600 余年历史的道教名山，古代
文化遗产得到完好保存。

中国丹霞

地理位置：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湖南省新
宁县、贵州省赤水市、福建省泰宁县、江西省鹰
潭贵溪市、浙江省江山县。

中国丹霞是中国境内由陆相红色砂砾岩在
内生力量（包括隆起）和外来力量（包括风化和
侵蚀）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各种地貌景观的总称。
这一遗产包括中国西南部亚热带地区的 6 处遗
址。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壮观的红色悬崖以及一
系列侵蚀地貌，包括雄伟的天然岩柱、岩塔、沟
壑、峡谷和瀑布等。这里跌宕起伏的地貌，对保
护包括约 400 种稀有或受威胁物种在内的亚热
带常绿阔叶林和许多动植物物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疆天山

地理位置：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新疆天山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将反差巨
大的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壮
观与精致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展现了独特的自
然美；典型的山地垂直自然带谱、南北坡景观差
异和植物多样性，体现了帕米尔—天山山地生
物生态演进过程，也是中亚山地众多珍稀濒危
物种、特有种的最重要栖息地，突出代表了这一
区域由暖湿植物区系逐步被现代旱生的地中海

植物区系所替代的生物进化过程。

云南 澄江化石地

澄江化石地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境
内，是中国首个化石类世界遗产，填补了澄江化
石地中国化石类自然遗产的空白。1984 年被
发现，被誉为“20 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
一”。澄江化石地共涵盖 16 个门类、200 余个物
种，这在世界同类化石地中极为罕见，完整展示
了寒武纪早期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

湖北神农架

神农架属西南高山与华中中山、亚热带和
温带的过渡地区，具有山高、坡陡、河谷幽深和
气候凉爽、湿润多雨的特点。这里受第四纪冰
川影响其微，因而成为各地植物区系荟萃之地，
蕴藏着许多古老、珍稀和特有的植物。神农架
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据调查，脊椎动物有 334
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金丝猴、华南
虎、金钱豹、白冠长尾雉、金雕、大鲵等 54 种，是
现存金丝猴分布区的最东端。此外，白熊、白
麝、白鹿、白蛇等白化动物，也多次有所发现，在
科学研究方面有重要价值。

青海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
部，是 21 世纪初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较好
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中国建成的面积最大，海拔
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
一。主要是保护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
羚等珍稀野生动物、植物及其栖息环境。

五道梁保护站附近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
丰富；缓冲区外围划分的实验区允许旅游观光，
游客可以选择自驾游穿越可可西里。（黎存根）

7 月 16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安全
警示，强调游客在欣赏山地风光的同时，要时
刻绷紧安全弦，平安出游。

当下正逢暑期旅游旺季，文化和旅游部
提示，任何形式的旅游，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风
险。由于山地资源的特殊性，山地旅游的安
全风险更加突出，再加上受天气影响，山体滑
坡、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易发高发。

文化和旅游部建议，出门前了解足够的
安全知识，尽量选择发展水平和安全规范较
高的山地旅游目的地和景区以及相对成熟的
线路和山地旅游产品，不要为挑战极限、追求
刺激而置危险于不顾，前往未经开发的荒山
野岭。尽量结伴出游，参加在山地开展的各
类探险、郊游、游学、拓展训练等活动时，选择
专业性高、组织保障能力强的旅行社、俱乐部
等正规组织，签订合同，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
纠纷。 （刘美君）

文化和旅游部警示：
汛期出游时刻绷紧安全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