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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長假超5萬人次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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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浦江兩岸約5.28平方公里的世博會原
址1日迎來上海世博會開幕兩周年。據保守
估算，有超過5萬人次在今年 「五一」 小長
假期間到訪這裡。這一曾經吸引7300多萬
人次參觀的世界性盛會的原址，正在成為探
索城市轉型的一個 「中國樣本」 。

【本報訊】據中新社西安一日消息：隨着
內地城市化進程加快，流動人口大增，環保、
經濟、便捷的住宿環境成為出行者的最大訴求
。1日，內地首家獲得營業執照的太空艙賓館
亮相西安，預約者踴躍，一 「艙」難求。

「太空艙賓館」起源於日本，最初主要為
一些無法回家的上班族所設立，其後以經濟便
捷、服務周全、衛生舒適等特點風靡於世。在
內地 「太空艙賓館」作為一種新興的住宿模式
，也為年輕一代所熱捧。

一早，中新社記者踏進 「太空艙賓館」，
看到 「太空艙」分上下兩層，與臥鋪車廂略有
相似，每個艙內電視、梳妝台、電腦桌、無線
寬帶等設施一應俱全。同時，專門設置的自助
洗衣機與小超市、休閒區，更讓賓館顯得簡約
而不簡單，緊湊而不失空間。

該賓館最具特色之處當屬對十二星座元素
的運用，艙位按照星座的順序按區域劃分，設
置了 9 區共 86 個 「艙位」。為保證旅客的睡
眠環境，還特設 「獅子座」為 「打鼾專區」，
以供特殊客人選擇。

據西安太空艙賓館負責人許女士介紹，該
賓館是內地首家獲得營業執照的太空艙賓館，
價格分為人民幣58元與68元兩種，前來住宿
的客人以學生、旅行者及求職的年輕人居多，
目前主要通過在線旅行網站、微博及團購等方
式進行網上預訂。 「五一」期間，所有 「艙位
」被搶訂一空。

來自北京的黃政一成為第一批入住 「太空
艙賓館」的客人，他告訴記者，他在網上已關
注 「太空艙賓館」數月，此次到西安出差，適
逢 「太空艙賓館」開業，於是抱着嘗鮮的心態
火速入住，並在此結識到不少朋友。

作為 「艙居者」之一的林蕙英來自韓國，
目前就讀於天津南開大學，她表示，對 「太空
艙賓館」的了解源於微博，此前對古城西安無
限的嚮往均被 「囊中羞澀」的現實擊碎，而
「太空艙賓館」讓她的西安之旅得以成行。

陝西師大心理學教師李瑛稱，隨着內地自
駕遊、背包客的流行，旅館業正進入 「微型化
」時代，微型旅館以溫馨、便捷及經濟等特點
引起年輕人的共鳴，同時也成為時尚一族追求
休閒生活的直觀體現。

五一出遊 穗短線團火爆
【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一日電】今年 「五一」小黃金周

期間，廣州旅遊業繁榮興旺，市內多家旅行社收客 「全線飄
紅」，除短線遊一如既往的火爆外，包括出境遊在內的長線
旅遊增長迅速，其中出國遊同比增長超過三成，其中受 「五
一」假日前開通廣州赴台個人遊利好消息刺激，旅行社組團
台灣遊人數更同比增長54.33%。

記者從廣州市假日辦獲悉， 「五一」期間統計範圍內的
20家廣州地區主要旅行社共接待國內外遊客12.36萬人次，
營業收入達7938.11萬元。全市納入統計的33個主要景點景
區接待遊客、市民達509.93萬人次，長隆旅遊度假區、越秀
公園、白雲山成為最受市民遊客歡迎的景點。

短線團吸引闔家出遊
廣州市民外出旅遊，繼續首選港澳和廣東省內遊等1至

3天的短線團，溫泉、漂流、賞花等線路吸引眾多市民闔家
出遊，其中廣之旅組織出遊人數超過12000萬人次，南湖國
旅更攬客近4萬人次，佔該社「五一」整體出遊人數的80%。

同時，受英國倫敦奧運、美國簽證放寬、赴台個人遊啟
動、上海世博會意大利展館重新開放等眾多因素影響，今年
「五一」假期長線遊產品也全部熱銷，尤其是自 4 月 28 日

廣州赴台個人遊正式啟動後，台灣遊備受矚目，成為今年
「五一」廣州旅遊市場上增幅最大的產品。

赴台個人遊尚在摸索
雖然目前第二批試點城市的赴台個人遊業務開展尚處於

摸索階段，所推出的自由行產品，也局限在 「常規化」的
「機票＋酒店」套餐以及景點門票、電話卡、交通優惠

PASS等單項預訂的 「點菜式」服務，不過趁假期前來諮詢
報名台灣個人遊的人數絡繹不絕。

廣之旅總裁陳白羽表示，目前赴台個人遊和組團遊 「各
有擁躉」，未來台灣遊發展軌跡將與港澳遊相似：部分發展
成熟的個人遊產品，被增加到團隊遊線路中，成為團隊旅遊
產品更新換代的動力；資源採購量大、有價格優勢的團隊遊
接待資源，也可以被個人遊所採用，直接降低個人遊的出遊
成本，最終達到兩者齊頭並進。

▲ ▲世博意大利館經過
精心的改造和布置，於
4月28日重新開放，更
名為上海意大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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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上海世博會後首個外
國國家館改建項目近日宣告完工，並於 「五一」假期
正式對公眾開放。這座擁有 「會呼吸」的水泥牆的原
意大利館，外觀基本得以保留，內部則改建成展示中
意兩國傳統與現代文化交流與融合的一個平台。繼該
項目之後，原盧森堡館、俄羅斯館、法國館也將陸續
重新啟用，其中包括一所跨國時裝學院的分支機構等
，功用各不相同。

「上海是一座 『深度城市化』的大都市，對於世
博原址的後續利用，需要精密規劃和有序開發。」上
海世博發展集團總裁丁浩分析，世博會閉幕一年半來
，後續項目幾乎全部集中於現代服務業領域，涉及文
化、娛樂、博覽、會展、酒店等業態。

地處新一輪經濟發展核心
在上海市的 「十二五」規劃中， 「後世博」區域

成為其新增的四大核心增長極之
一，其餘三個增長極分
別是擁有京滬高

鐵樞紐優勢的 「大虹橋」地區，中美之間最大的服務
業合作項目迪士尼度假區，以及擁有深水港、機場及
口岸等綜合優勢的臨港產業區域。

從地圖上看， 「後世博」區域恰恰位於上海新一
輪城市經濟轉型發展的中心地帶。與此同時，在上海
打造 「世界級旅遊城市」的規劃中，最核心的 「都市
旅遊中心圈」，也覆蓋了黃浦江兩岸的世博原址，有
望形成經典的旅遊新地標。

根據上海浦東新區的「十二五」國際貿易發展 「路
線圖」，黃浦江一翼的世博原址將與陸家嘴金融城連
成水岸 「一線」，形成「沿江頂級服務貿易集聚區」。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浦東新區區長姜梁分析，
「後世博」與迪士尼、臨港這三大區域，將共同形成

浦東深化改革開放的 「黃金三角」。

後續開發利用項目陸續展開
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陳先進分析，在投資、出口

、消費這 「三架馬車」中， 「後世博」區域沒有過分
單純依靠投資，進出口貿易和商業消費充分體現於後
續項目中，為城市轉型探尋新的動力。

在一批重要的上海世博會後續開發利用項目中，
改造投資額達1.6億元人民幣的 「世博軸」項目有望
於今年 10 月開出一期商業街區。世博園區後續開發
利用的主要承擔者，其遠期的營業面積將達 13 萬平

方米，面向中外旅遊觀光人群以及周邊約 20 萬人的
大型社區，有望實現年營業額 30 億元人民幣，成為
又一 「商業航母」。

同樣是在今年 10 月，經過內部改建的原世博中
國館將變身為中華藝術宮，展示中國豐富的近現代文
化藝術品，與之遙遙相望的原 「城市未來館」，則將
被打造成為當代藝術博物館。

和諧發展理念輻射中國各地
事實上，上海的 「後世博」開發還顯現出不同尋

常的 「溢出效應」，伴隨一批世博場館在世博會後
「搬遷」其他省市，和諧發展的城市管理理念也輻射

至中國各地。譬如，有 「青蘋果」美譽的羅馬尼亞館
，遠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 「安家」，
將成為當地以環保節能為主題的一個小型會展中心。
原世博瑞典館今年也將在河北唐山曹妃甸的 「中瑞創
新島」上拔地而起。原瑞典館館長安妮卡認為，這一
蘊含眾多科技創新元素的建築，除了增進兩國民間友
好往來，對於兩國合作探索新技術、新發明也具有啟
迪意義。

【本報記者袁璐滄源一日電】30 日下午，
有 「世界佤鄉」之稱的雲南滄源 2012 年司崗里
「摸你黑」狂歡節正式啟幕，數千人共聚司崗里
「摸你黑」狂歡廣場，互抹特製泥土，傳達祝福

之意。
記者在廣場和街上看到，人們用佤族特製的

「娘布洛」藥泥互相塗抹，表達祝福之意，誰被
塗得最黑，誰得到的祝福就越多。據了解，在今
年的 「摸你黑」狂歡節上，除了滄源本地的各族
群眾歡聚一堂外，還有從緬甸、越南、泰國遠道
而來的眾多遊客及嘉賓。

「摸你黑」取義於佤族民間用鍋底灰、牛血
、泥土塗抹在額頭上以驅邪祈福求平安的習俗，
現在則一般用純天然藥物配製的塗料相互塗摸、
互送祝福。在佤族看來，摸給老人帶來健康長壽
，摸給姑娘小伙帶來愛情美滿，摸給小孩則使其
茁壯成長。

台灣原住民赴佤鄉交流
據悉，今年 「摸你黑」狂歡節期間，阿佤山

獨特的民族文化吸引了台灣阿里山原住民遠赴佤
鄉進行民族文化交流。

台灣原住民族生存發展協會理事長孔文吉告
訴記者，此次佤山行共有 45 位來自台灣阿美族
、太魯閣族和布農族的原住民參加， 「每個民族
都有自己的獨特性，佤族人民熱情大方，大陸和
台灣應該多加強民族間的交流與交往。」

在滄源佤族和台灣高山族的交流晚會上，台
灣原住民帶來了《站在高崗上》、《高山青》等
歌曲，佤族群眾則表演了甩髮舞、木鼓舞等特色
節目。

世界佤鄉世界佤鄉摸你黑摸你黑
越越黑黑越幸福越幸福

千對雙胞胎相聚墨江

▲

▲

來自世界各界的雙胞胎共同歡度第八屆
中國墨江國際雙胞胎節暨哈尼太陽節

▲數千人共度 「摸你黑」 狂歡節

▲5月1日，海南海口市旅遊景區遊客絡繹不絕 新華社

▲5月1日，內地首家獲得營業執照的 「太空艙賓館」
亮相西安 中新社

【本報記者蓮子墨江一日電】今日，來自中
國、美國、加拿大、俄羅斯、老撾、緬甸、尼泊
爾等13個國家及地區的1000餘對雙胞胎，相聚
雲南墨江縣，除了 「吹拉彈唱」展示自己的才藝
外，還盛裝參加花街巡遊，並與墨江縣的哈尼族
民眾一起用鍋灰抹黑臉的方式，共同歡度第八屆
中國墨江國際雙胞胎節暨哈尼
太陽節。

墨江縣
為何盛產

雙胞胎？據了解，墨江縣河西村有一口雙胞井，
據稱，只要喝了雙胞井的水，就能神奇地懷上雙
胞胎。而據墨江縣哈尼研究所所長趙德文分析：
「我認為是北回歸線穿越墨江縣城，導致人體的

一些元素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雙胞胎是人類生殖繁衍中的特殊生理現象，

科學研究表明，在人群中的自然發生率約為千分
之一，地處北回歸線上的墨江縣總人口 36 萬，
有千餘對雙胞胎，特別在該縣境內的河西村，雙
胞胎比例超過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