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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客點讚：中國旅遊很安全
報告列華為遊客低風險國 成世界交往新中心
中國的旅遊安全被外國遊客給予較高評價。
此前，國際組織發佈的「2018 旅行風險地圖」



將各國分為非常危險、高危、中等、低危險和
不定風險的級別，中國被列為「遊客低風險」

國家。攜程與全球化智庫近日聯合發佈的「從出入境旅遊看中國全球化
發展」系列報告指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交往的新中心，發展入境遊、
吸引更多國際遊客來華，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

國無疑是個美麗的國度，中國的
安全讓更多的世界遊客願意走近
它，感受它的美麗！」2017年歲末，來自
西班牙的遊客帕布洛在江蘇南京對記者發
出如此感慨，其時他正打算去逛逛夫子廟
的夜市。對於許多國際遊客而言，除了風
光及人文外，安全業已成為中國的魅力之
一，成為吸引其來華旅遊的重要因素。
在註冊成為愛彼迎（Airbnb 在內地註冊
公司名，編者註）的房東之後，沙女士在
北京的家中已接待了來自 7 個國家的 13 位
住客。「他們基本上都會在北京待上 20多
天。」沙女士回憶，其中一位來自意大利
的女遊客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特別
喜歡去北海公園向大爺大媽學習扇子舞，
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出去玩，逛夜市，嚐美
食，有時會去酒吧，有時只是出門散散
步。」沙女士說，這位意大利女房客告訴

有關「中國是否安全」的問題曾引發外
國網友大為討論，並紛紛為中國安全「背
書」。一名非洲裔美國人表示：「中國的
夜生活文化非常豐富，很多人會在大街上
吃燒烤，一幫朋友聚會。如果你覺得紐約
已經是不夜天，那中國就是真正的不夜
天……中國是非常安全的，我極力推薦你
去旅遊或居住。」
如今，外國遊客不僅在北京、上海、廣
州等一線城市感受到安全，在其他城市同
樣如此。一位生活在貴陽的外國網友說：
「居住在貴陽的外國人很少，很多時候你
出門不會看到外國人的臉孔，但中國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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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你不會感到孤單的國家。我晚上走在貴
陽的大街上，和在中國大部分城市如北
京、上海、廣州、長沙、深圳、西安一
樣，我感覺到超級安全。中國很擁擠，但
在這裡，你能感覺到和平及內心的平靜。」

恐襲傳染性疫情極少發生
攜程與全球化智庫發佈的《推動中國入
境旅遊快速發展促進全域效應提升惠及全
國》報告顯示，貴陽、昆明、成都超越一
線城市，成為首次計劃到中國旅遊的外國
遊客最期待的三個城市。

中國水下滑翔機首在印度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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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前日順利完成國家海洋局第三研究所組織的
全球變化與海洋氣象相互作用專項印度洋冬季
航次的觀測任務，這是中國水下滑翔機首次在
印度洋應用。

「海翼」獲190個剖面數據

川漢意外傷殘 妻悉心照料不離不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由中科院瀋
陽自動化所自主研發的一台「海翼」水下滑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2018 新年伊始，便有針對中產家庭的最新
旅遊方式問世，攜程昨日宣佈正式上線「私
家團」產品，並和跟團遊、自由行並列的一
大旅遊品類推向市場。該產品主要面向消費
升級的內地中產階層，2 人起便可有專屬旅
遊服務，不僅行程更靈活，且舒適性、私密
性等也大大提高。
攜程旅遊事業部執行總裁楊蕾表示，
消費升級已是內地經濟大趨勢，特別是
中產階級在旅遊消費上有着獨特的需
求，「私家團」採用的是管家式導遊服
務，預計中高端客群的私家團將有極大
市 場 ， 未 來 或 超 過 20% 的 內 地 遊 客 會 以
「私家團」方式出行。

家庭成員組團 有導遊有專車

她，自己非常珍惜來中國旅遊的每一天，
因此想要盡可能地多出門。北京安全的環
境讓這位意大利遊客覺得「無所顧忌」。

中國比美國紐約更不夜天

「私家團」問世
吸內地中產客

中科院瀋陽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俞建成介
紹，一台一千米級「海翼」水下滑翔機執行此

「在全球，入境旅遊的發展都會受到國
際旅遊形勢、旅遊產品、旅遊環境等各種
因素的影響，當然也會受到安全因素的影
響。」華僑大學旅遊安全研究院副院長謝
朝武教授介紹，一直以來，中國政府就致
力於為入境遊客創造一個安全的旅遊環
境，中國整體的社會安全水平在全球都處
於較高的水平狀態，恐怖襲擊、傳染性疫
情等嚴重影響入境旅遊發展的重大安全事
件在中國極少發生，也較少有針對遊客的
集群性盜搶事件。中國在國際上已經樹立
起「安全的旅遊目的地」的形象。

有金融從業者盧先生表示，現在雖說出行
機會多了，旅行開銷也更捨得，但在選擇旅
遊團上有較多困擾。跟團遊是要擠在一堆陌
生人中間，一切集體行動很沒樂趣。自由行
雖然全由自己作主，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
景點，樣樣需要親力親為安排，也讓人精
疲力盡。現在聽說有了「私家團」旅遊方
式，家庭成員幾個人也能組團，有導遊有
專車，寧願多花錢買個舒適。
另據攜程方面稱，在即將到來的春節出
遊預定中，選擇「私家團」出遊的人數越
來越多，很多內地行程的「私家團」費用
和自由行差不多，而出境遊的「私家團」
在有專人專車服務的情況下，也只較常
規 出 遊 貴 10% 左 右 。 預 計 春 節 假 期 較
長，或會迎來內地第一個「私家團」出
遊的高峰期。

深口岸去年出入境2.41億人次 自助通關超六成

次印度洋冬季航次觀測任務。該水下滑翔機於
去年 12 月 11 日在東南印度洋下水，開始執行
剖面觀測。前日，該滑翔機順利完成了預定 3
條斷面的觀測任務，到達預定回收地點，出水
位置與正在附近作業的母船相距只有一公
里。此次「海翼」水下滑翔機海上連續工作
23 天，航行距離 705 公里，獲得了 190 個剖面
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
道） 深圳邊檢總站昨日公佈數據顯
示，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員去年達 2.41
億人次，同比增長 0.81%，日均查驗
66.2 萬餘人次，單日最高達到 96.84
萬餘人次，刷新了歷史最高紀錄。
為進一步提高口岸通關效率，深
圳邊檢總站擴大了自助查驗模式的
推廣應用，全年共完成 124 條新版旅

客自助查驗通道建設。研發新一代
車輛「快捷通」查驗系統，對 38 條
「快捷通」通道實施升級改造。目
前深圳各口岸旅客自助查驗通道數
量已達 350 餘條，超過了人工查驗通
道數量。數據顯示，2017 年深圳各
口岸自助通關（含「快捷通」）人
數達 1.547 億人次，佔出入境人員總
數的64.04%。

「環衛工」
輪椅上伴妻掃街十年
#

「你是我的眼，帶我領略四季的變換；你是我的

眼，帶我穿越擁擠的人潮……」由盲人歌手蕭煌奇演

繹的電視劇《你是我的眼》同名主題歌，感動了無數人。其實，在現實生活

中，也不乏這樣的真情故事。

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漹城鎮，66 歲老
在人雷通興因一場事故導致右腿殘疾，

妻子薛桂蘭不離不棄成了丈夫的枴杖；為了
一家人的生計，薛桂蘭找了一份環衛工人的
工作，10 年來丈夫坐着輪椅幫助妻子掃大
街，成了感人的城市故事。

丈夫殘疾妻子不離不棄
沒上過幾年學的雷通興，17歲開始便外出
打工。經媒婆介紹，19歲時結識了薛桂蘭，
兩人確立了戀愛關係。1972年，雷通興入伍
赴雲南當兵，1977年退伍後與薛桂蘭結婚。
「彼時，丈夫身強力壯，又有一手絕活，鄰
居們十分羨慕。」薛桂蘭說，家裡先後添了
一兒一女，一家人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1988 年農曆冬月（即農曆十一月）十八
日，雷通興在毗鄰的黃土鎮楊姓村民家修房
屋，不料發生房屋垮塌的悲劇， 最終造成 3
死 1 傷。雷通興當時被預製板重壓，導致頭
部受傷，脊椎以及右小腿骨裂。雷通興住院
一個多月以來，薛桂蘭每天徒步三四個小時
往返家和醫院，給丈夫送飯、照顧兒女、種
莊稼，整個人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雷通興
以前所在部隊和當地幹部群眾紛紛前來探
望，醫院還減免了大部分醫藥費，讓他一家
人渡過難關。
出事後，雷通興脾氣變得暴躁，輕生未
果，還多次提出與妻子離婚。「那時，整天
躺在床上連翻身都不行，以為一輩子就會這
樣癱瘓。」雷通興說。
薛桂蘭一邊鼓勵丈夫，一邊撐起這個家。
妻子的不離不棄，令雷通興看到希望，變得
堅強。一年後，雷通興終於能勉強下地，薛
桂蘭便成了丈夫出行的枴杖。

為了撐起這個家，妻子成了一名環衛工
人。看着妻子每天掃地很辛苦，雷通興十分
不忍，便提出要陪着一起掃大街，「我虧欠
她太多了，希望能夠幫她減輕一點負擔。」
得到妻子的應允，雷通興便坐着輪椅扛着掃
帚走上街頭，成了一名「編外」環衛工人。
2014年，妻子患上了腰椎間盤突出，雷通興
由「編外」變成「主力」。
「10年來，不知掃壞了多少掃帚。」雷通
興說，他用的掃帚都是自己特製的，比普通
的掃帚長一段，坐在輪椅上使用非常方便。
兩人清掃的這段路全長約 1 公里，掃一遍
至少需要兩三個小時。「現在她的腿腳行
動不方便，第一遍掃完後，就讓她回家不
用再出來了。」雷通興說，第一遍掃完後
他搖着輪椅和妻子一起回家，之後他再單
獨開着一輛小型電動四輪車出來，一路巡
查一路掃地。
自從薛桂蘭生病後，雷通興便不想再讓妻
子出來掃地，可薛桂蘭卻仍然要跟着出來，
「我掃一些，他就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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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做環衛工丈夫當「編外」
身體逐漸康復後，雷通興應聘到當地一家
天然氣公司做安裝工人。但好景不長，工作
8 年後，雷通興感覺右腿逐漸失去知覺，上
下樓梯特別費力，後來甚至不能下床，最終
不得不辭工，向當地政府申請殘疾證，還領
回一張輪椅。

■文/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樂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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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 24 日，深秋的四川盆地大霧瀰漫。上
午 10 時許，萬丈霞光衝破濃霧，遠處的大山、近處的房屋
和眼前的油菜田金光燦燦。峨眉山腳下的漹城鎮街道上，雷通
興老人坐着輪椅吃力地清掃
着街道，不遠處妻子薛桂蘭步
履蹣跚……無論颳風下雨，還
是烈日炎炎，10 年來，這對老夫
妻準時出現在街頭，相互扶持，堅
守崗位。
去年 9 月 29 日，雷通興、薛桂蘭夫
婦入圍「中國網．感動 2017」網絡感
動人物評選。夫妻倆不離不棄、互敬
互愛的精神，感動了無數網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樂山報道 ■雷通興駕電動車載着妻子去掃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