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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假期
超级假期”
” 超级欢乐
编者按
今年国庆、中秋佳节“双节”喜相
逢，在这个“超级黄金周”里，
我市各地举办
的文化、民俗、娱乐、乡村体验等旅游活动，丰
富了假日旅游内容，
提升了游客体验，
带动了广
大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热情。
国庆假期不仅仅是一场旅游盛宴，更是
各种休闲方式的大比拼。
“超级假日”期间，
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或外出旅游度假，
或参加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尽情
享受假期的悠闲与快乐。

本版图片由记者 顾 洁 摄

外出旅游
探亲团圆
“唱主角”
本报讯（记者 金 晶）今年
的国庆节连着中秋节，8 天的假
期让旅游市场异常火爆。记者
采访了解到，
我市市民选择在这
个“超级黄金周”去外地旅游的
非常多，不少市民旅游兼顾探
亲，
增进家人之间的感情。
家住周市的蒋云云夫妇都
是新昆山人，蒋云云来自扬州，
老公则是连云港人，长假前夕，
他们已经早早做好计划：先回扬
州住 4 天，
带孩子去瘦西湖转转，
再去东关街上逛逛吃吃，陪陪父
母；然后去连云港，带着公婆在
海边玩玩，吃吃海鲜。
“平时工作
忙，老家虽说都在省内，但开车
也要好几个小时，一年回不了几
次，父母在电话里老惦记着我
们，所以趁着这个长假两边都去
一下。平时父母也不怎么出门，
回家后带着他们去周边转转，
也
当旅游了。
”
蒋云云说。
“双节合一”组成的 8 天长
假，使得出境游备受青睐，尤其
是路程不算太远的东南亚、香

港、澳门等地，成为我市市民举
家出游的首选。
“这次长假，
我们
带着父母和孩子去一趟日本，
跟
家人在一起欣赏异国的风光，
过
一个别样的中秋。”市民闵明杰
告诉记者。为了这次旅行，
他提
前一个多月订机票和酒店，
还带
着父母去办护照、签证。
“‘十一’
机票很紧张，幸亏提前预订，不
然就买不到了！”在他自制的行
程安排表上，记者看到从航班到
酒店再到景点，
坐什么车到哪里
吃什么，
都事无巨细。
节日期间，还有不少市民选
择和家人一起自驾出游。因为
高速拥堵，很多人都选择错峰出
行。
“我们自驾去周边转转，
往浙
江方向开，开到哪玩到哪，带家
人出去玩三天。”市民王卿长假
的前三天先在家休息，
然后中间
三天出门，最后两天再回来休整
一下。父母年纪大了，
他为了父
母的健康，还随身带着药箱、抱
枕、小毯子等，让父母在路上坐
得舒适，
到景区玩得开心。

公园赏景
尽享悠闲时光
本报讯（记者周奕倩）国庆期
间，
不少昆山人选择和家人、
朋友
一起，
到离家不远的公园来一场真
正的休闲游。到阳澄湖公园的大
草坪吹着湖风野餐、
去亭林园的玉
峰山脚下与好友喝茶闲聊、
在森林
公园的林阴道骑行……
假期里，阳澄湖公园里来了
不少游玩的市民，有戴着草帽的
年轻人拿着相机，拍摄路边盛开
的小花，也有几个家庭带上孩
子，备上水果、玩具等在公园里
野餐。下午 3 时，
太阳西斜，
余温
不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下，家
住锦绣蓝湾的王女士和闺蜜一
起，各自捧着一本书躺在野餐垫
上，享受悠闲午后时光，一杯热
茶、一盘切好的水果，
聊聊天、读
读书，安然舒适。孩子们拿着小
圆桶、小铁铲，在不远处的圆形
沙坑里玩得不亦乐乎，累了倦
了，就回到妈妈身边喝口水，吃
点水果，然后继续他们的“沙堆
城堡”游戏。
“
‘十一’假期没有特
别的出行计划，相比到哪里都看

人的景点，还是在家附近的公园
方便，不仅省了高速公路上堵车
的时间，还能看到美丽的湖景。”
王女士说，孩子玩得开心，她和
闺蜜也聊得畅快。
“咔嚓”
“咔嚓”
，
循声望去，
今
年大三的王旭正和几个朋友拿着
手机，
对准树上的果子拍照。他们
围成一个圈，
不时指点着手机讨论
着什么，
不一会儿，
又分散开来，
寻
找着下一个拍摄
“主角”
“
。我们手
机下载了一个能通过图片识别花
的种类的APP，
所以这次出来打算
通过它来学习、
辨认公园里的花和
树木。全新的游乐方式，
在感到新
奇的同时，我们也确实学到了很
多，
不虚此行。
”
王旭说。
有山有水好风景，
玉峰山作
为昆山的名山，
在节日里也颇受
市民喜爱。玉峰山上，
身穿运动
服装的游客们漫步林间，
玉峰山
旁，树阴下围坐的老人们相谈甚
欢。如今，正在改造中的亭林园
虽然没有了游乐园、
动物园，
却依
然人气不减。

人气爆棚 水乡古镇游受青睐
本报讯（记者 金燕博）今年“十
一”期间，长达 8 天的国庆长假，
为昆
山古镇游带来了新一轮客流高峰。
尽管假期遇雨，
仍然抵挡不住人们感
受水乡的热情。游客们在周庄赏灯、
乘船、看《四季周庄》；
在千灯品茶、听
戏；
在锦溪逛古镇、看演出，
与家人朋
友一起享受快乐休闲的假期。
今年“十一”长假，恰逢 2017 海
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在周庄举行，
白天的水乡人潮涌动，
夜晚的古镇流
光溢彩，游客们赏灯、品小吃、听雅
集，
感受
“周庄生活”
。中国第一部原
生态水乡实景演出《四季周庄》每晚
两场，
场场爆满，
游客在 60 分钟的演
出中感受着周庄四季变换，让人“一
夜识周庄，一夜识江南”。昆山市四
季周庄文化演出有限公司总经理叶
新介绍：
“10 月 1 日至 7 日，
《四季周
庄》累计接待观众 1.4 万人次，
同比增

长 11%。
”
游客在周庄古镇的张厅、
沈
厅、逸飞之家了解周庄历史；
土布坊、
竹编坊、酒作坊、木器坊等传统手工
艺让游客们乐在其中。随着茉莉绣
庄等富有苏绣特色的品牌入驻，
更是
让游客在挑选伴手礼时有了更多选
择。看着自己精心设计、绣制的绣品
被顾客带走，传统苏绣传承人、茉莉
绣庄店主陈丽华绽放出开心的笑
容。据统计，10 月 1 日至 7 日，周庄
景区日接待量连续 7 天突破万人次，
黄金周的第 4 天迎来了客流最高峰。
在古镇千灯，
游客们都要走一走
横贯古镇南北、绵延 3 华里的石板
街。伴随着石板路上的哒哒脚步声，
游走在亭林故居、秦峰塔、延福寺、顾
坚纪念馆、少卿山等千灯历史文化遗
存，感受着金千灯的过去与现在，宛
如走进了古镇的沧桑历史里。走累
了，逛久了，听曲品戏成为游客们的

好去处。捧一杯香茗、听一曲沪剧，
在秋意盎然的千灯古镇，
度过闲适而
惬意的假期时光。来自东北的游客
刘阳一家表示：
“在雨中逛古镇，
别有
一番韵味。我们感受到和北方不一
样的秋天之美。
”
“十一”
长假期间，
锦溪镇也举办
了丰富的 文 艺 演 出 。
“我们的节

日”——国庆文艺专场、广场特色团
队展示等活动，
开展了舞龙、打连厢、
花船、腰鼓等民俗活动，游客在畅游
古镇时对锦溪文化有了更深的了
解。10 月 1 日至 6 日，
锦溪古镇游客
人 数 达 19.02 万 人 ，旅 游 收 入 达
281.35 万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3%、
3.6%。

民宿短租 假期休闲乐在农家
本报讯（记者 李传玉）游美景、
住民宿。作为一种高附加值的深度
游，
今年
“十一”
黄金周期间，
昆山民宿
游受到游客热捧。在周庄、锦溪等诸
多景点，许多游客选择在民宿住下
来，
“租”
起一段美妙的休闲时光。
“中国第一水乡”周庄的民宿这
几年发展得红红火火，
长假期间可谓
一床难求。投入运营不久的香村祁
浜民宿兼古镇、乡村等多种元素，成
为集水乡文化、艺术欣赏于一体的乡
村文化深度体验景点，
被国家旅游局
评为“中国优秀国际乡村旅游目的
地”
之一。长假前三天，
这里的 28 间
房天天住满游客，
整个长假的入住率
也达到95%以上。
记者从周庄民宿协会了解到，
自
2012 年引进花间堂高端民宿客栈以
来，周庄通过旅游公司自主打造、引
进品牌民宿、居民自发改造等方式，
推出了 300 多家民宿客栈。
“每逢节
假日，家家民宿基本满员。周庄民
宿发展得早、发展得快，促进了周庄
古镇游向深度体验游转型升级，同

时也带动了周边景区民宿发展。”周
庄民宿协会相关负责人说。
“老板再见啦！这两天住得很舒
服，
刚才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客栈的照
片，有很多人点赞呢。”10 月 7 日中
午，在周庄沐蘭客栈，安徽游客孙建
设结束了两晚三天的水乡之旅，
带着
满满的幸福感和周庄特产踏上返程。
随着自由行的盛行，
近年来每逢
节假日去周庄的散客激增。记者了
解到，
10 月 1 日~8 日，
周庄古镇接待
游客量虽然与往年差不多，
但散客占
比却达八成以上，
1 日~4 日民宿入住
率达100%。
“旅游目的地不仅要吸引
游客前来观赏游览，
更重要的是整合
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
使游客在当地
逗留的时间增多，
有更深入的体验。
”
周庄旅游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周庄原住民广泛参与民宿，
恰到好处
地形成了周庄古镇旅游体验的一大
特色，
充分体现了周庄特色的古镇保
护与发展之路的融合。
六如墩村特色农家乐——
“水边
的村落”，是淀山湖镇美丽乡村改造

的自然村落。市民和游客在这里可
以尽享江南水乡与时尚欧式风情相
融合的惬意。该农家乐负责人告诉
记者，10 月 1 日到 6 日，都是客满状
态，假期的最后三天里，他们还不断
接到客人订房的电话。
改造后的锦溪古砖窑迎来了
“新
生”，如今已变身为“祝甸砖窑文化
馆”，成为当地一枚崭新的“旅游名
片”
，
吸引八方来客。而与砖窑文化馆
临水相望的民宿——原舍·祝甸，
成为
游客留在锦溪的新理由。无论是房前

的院子，
还是院间的木亭，
抑或是房后
亲水的台阶，
都是乡村人家本来就有
的肌理和样子，
长假期间入住率比往
年翻了一番，
基本处于饱和状态。近
年来，
锦溪大力推进民宿旅游发展，
锦
溪民宿经营者也充分借力携程、
艺龙、
去哪儿网等电子商务平台，
推荐自家
民宿的特色服务以及周边景点，
并将
自家民宿的客房数、
收费标准、
交通线
路等晒出来，
引来不少游客，
住过的旅
客网上评价很高，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
下单订房的游客逐年增多。

百姓大舞台 人人展风采
本报讯（记者 张 田）随着音乐
节拍，
一支统一穿着旗袍的模特队走
上舞台，她们神采飞扬，顾盼生辉，
台下的观众直呼“好专业”。国庆期
间，由昆山日报社主办的 2017 昆山
百姓大舞台总决赛在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靓彩旗袍队带来的旗袍秀拉
开了总决赛的序幕。
据悉，
百姓大舞台自今年 9 月开
展以来，历经 3 场初赛的层层筛选，
最终选出 16 个节目晋级当天的总决
赛。此次比赛表现形式多样，有舞

蹈、歌曲、情景剧、器乐演奏、戏曲表
演等。演员们精彩的表演，
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总决赛分为个人赛及团体赛。
在个人赛的比拼中，周一小朋友带
来的独舞《雨韵江南》演绎出江南水
乡的独特韵味。团体赛同样精彩，
由亭林笑笑舞蹈队带来的舞蹈《靓
婆婆》通过诙谐的动作将老婆婆的
姿态模仿得惟妙惟肖。
蓬朗社区舞蹈队的《辣妹子要过
河》以反串的形式将演出推向了高

潮，
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咱们老
百姓自编自演的节目丝毫不逊色于
专业团队。”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的
市民王杰说，
台上表演的演员很多都
是社区里退休的老阿姨，
能够为大家
奉上这么精彩的演出值得点赞。
经过组委会专业的评审，最终，
亭林笑笑舞蹈队获得最佳团体才艺
奖，
白玉兰铜管乐队获得最佳团体表
现奖，
快乐舞蹈队获得最佳团体风采
奖，
亭林女子舞蹈队获得最佳团体人
气奖；周一获得最佳个人才艺奖，秦

子寒获得最佳个人表现奖，陈磊获
得最佳个人风采奖，邱佩俞等获得
最佳个人人气奖。同时，评选出的
还有团体优胜奖和个人优胜奖。
据悉，举办百姓大舞台旨在给
普通市民搭建展示才华的舞台，希
望通过演出吸引更多市民参与和关
注文化活动，全力提升居民的精神
文明素质。此次决赛正值“十一”国
庆，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8 周年、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营造了浓厚的喜庆祥和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