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州岛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
生态旅游，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旅游岛，2002 年，韩国颁布了《济州
国际自由城市特别法》，济州国际旅
游岛的发展正式启动，经过四年的
发展和探索，2006 年为了更进一步
对济州岛的旅游发展进行支持，颁
布了《济州自治道及国际自由城市
法》，对济州国际旅游岛的开发政策
进一步升级。2018 年，仅西归浦市
就接待游客超过 800 万人次。但衡
量一个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的指标除
了旅游人数外，更重要的在于旅游
消费结构，对此，西归浦市市长梁闰
京介绍说，为了转变旅游模式提高
旅游收入，让游客从坐大巴车看风
景的一日游到租辆车深入乡间，感
受文化和民俗的深度游，济州岛做
了许多尝试。

要发展旅游，宣传必不可少。
济州岛拍摄了适用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宣传片，并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
以及主要商业场所重复播放。在济
州特别自治道的官方网站上一共使
用包括韩语在内的 8 种语言，这些
语言主要是济州岛的主要客源国的
基本语种。中国作为济州岛的第一
大客源国，当地政府一直致力于如
何吸引更多中国游客。济州特别自
治道的道知事（知事相当于中国的
省长级别）亲自来到中国的各地宣
传，并积极参与各项关于济州岛的
推广活动。

历史上，济州岛也与中国有着
极深的渊源。传说，两千多年前，秦
始皇派徐福带领 500 童男童女出

海，寻找长生不老奇药，济州岛，就是
他们到达的第一站。

上岸后他们登上了汉拿山寻一种
叫做“不老草”的仙草，在经过正房瀑
布时被这里如同仙境一般的景色深深
吸引住了，徐福遂在岩壁上命人刻下
了四个字“徐福过之”，当他们离开这
里时还留下了一句“向西回家”。当地
人把徐福离开时的那个渡口叫作西归
浦，这便是西归浦市市名的由来。

2003 年，济州岛政府在正房瀑布
旁兴建了一座中式庭院——徐福展览
馆和徐福公园，公园中有徐福的铜像，
讲述了他的故事，徐福展览馆则收藏
了关于徐福的各种资料。西归浦国际
文化协会理事长李英根说：“了解历史
才能更好地迈入未来。希望更多韩国
年轻人了解济州岛的这段历史，也希
望中国朋友都到这里来看看。”

如今，徐福纪念馆几乎已成为中
国游客来济州岛的必游之地。一位中
年中国游客说道：“据说摸一摸这里的
大将军铁像就能心想事成，升官发财，
所以来济州岛的第一站就是到徐福公
园。”

“相对于国内来说，济州岛景点的
门票价格是真的便宜。一位来游玩的
北京游客感慨。

记者拿到了一份《观光指南》，其
中一页就列举了岛上的免费旅游景
点，包括济州教育博物馆、国立济州博
物馆、牛岛灯塔、汉拿山国立公园、汉
拿生态林、汉拿植物园等在内的 20 个
景点是完全免费的，其中大部分属于
自然景观，而人造的景观也大多具有
公益性质。在济州岛众多景点中，门
票最贵的当属 Hello Kitty 主题公园，
成年人的门票为 12000 韩元（约合人

民币 70 元），据了解，因为这一景点属
于纯人造景点，所以收费较高。与之
相类似的还有泰迪熊博物馆（8000 韩
元）等，这些都属于人造景点。

济州岛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在
西归浦治愈之林，当地准备了不同的
森林治愈项目，专业的森林治愈指导
师会带领并为游客解释森林的文化、
自然的故事，让城市里的人们放下手
机，抛却城市的喧嚣，呼吸新鲜空气，
拥抱大自然。这样有专人服务的体验
项目，成年人门票价格仅为 1000 元韩
币（相当于人民币 5 元多），10 人以上
团队价格更低廉。有了一次身心彻底
放松的愉悦体验，体验者心甘情愿地
掏钱买治愈餐，住治愈别墅，喝养生
茶，睡前再泡泡酵素浴。

由此不禁想到了国内一些旅游景
区，门票价格不菲且经常在争议声中
不断涨价，价格高了，对游客的吸引力
却在下降。有资料也显示，西湖景区
免费开放后，景区管理部门增收逾亿
元，带动了杭州旅游产业新增经济效
益上百亿元。

在崇明，同样免费开放的西沙湿
地在游客中的美誉度和知名度都位居
各景点前列，同时也带动了附近酒店、
民宿和餐饮的火爆。

除却自然风光，济州岛同样有丰
富的历史人文资源。西归浦的济州民
俗村就吸引着众多游客去感受当地的
历史与文化。

民俗村以朝鲜末年 1890 年代为
背景，综合整理和展示当时济州岛的
民俗。在这里，100 多个传统房屋是
济州岛居民实际生活的房子原封不动
搬迁过来的，再现了山地房屋、渔村以
及济州官衙等过去济州的原貌。很多

民间艺人在这里展示他们的才艺，例
如木雕、铁匠工艺等等，游客也可以
看到四物表演、三鼓舞等民俗演出。
四物表演时，四名或四名以上表演者
坐在地上，拿着大锣、小锣、长鼓和圆
鼓这四种乐器进行演奏。三鼓舞是
指在三个方向竖起三个鼓，一边敲打
一边跳舞，华丽的长鼓曲调和绚烂的
鼓声相互碰撞，使曲调更加丰富美
妙。在景区，游客可以参与民俗工艺
体验、水缸体验、投壶游戏、民俗乐
器、制作草绳、青柿子染色、打年糕等
体验活动。游走在济州民俗村里，或
许还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现，比如路边
古色古香的小店里，现场展示制作麦
芽糖的流程。

这里的古老房屋都是石头墙的
茅草屋，房顶由粗重的绳子编制而
成，看上去如同棋局一般，紧凑而结
实。石头墙则不仅在景区可见，在
西归浦市的其他地方，石头堆砌的
墙也随处可见。从徐福公园到轮船
码头，从路边果园到景区景点，都能
看到这些石头的身影。济州岛由火
山喷发形成，火山岩石遍地皆是，当
地人用这些石头铺路、砌墙、建房
屋、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正
如梁闰京所说，吸引游客尤其是外
国游客前来最重要的是它美丽的自
然环境和淳朴的民风，对济州岛旅
游资源的开发上要做到开发与保护
并重，将旅游开发中带来的破坏降
到最低，完整地呈现最原汁原味的
济州岛。

在民俗村，记者偶遇了在这里
做中文导游的东北人小尹。小尹
说，除了不错的收入，让他能长期留
在异国他乡工作的原因是这座城市
让他觉得很宜居。那么，济州岛在
城市管理中究竟有何值得称道之
处？请关注韩国济州岛西归浦市参
访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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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沈俊

韩国济州岛西归浦市参访记（二）

幸福相伴 10对夫妇同庆金婚

□ 记者 丁沈凯

□ 记者 朱卓君 摄影 彭东玲

▲活动现场

从“巴士游”到“租车游”的转型

最“民俗”也最国际

本报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6月 10日下
午，庙镇保东村里温情满满，来自本村
的 10 对党员夫妇，在经历半个多世纪
的风雨同舟后，共同在这里举办集体
金婚庆典。

杨志昌、顾玉英等 10 对夫妇早早
地等在了活动现场，他们中结婚时间
最长的有 62 年，最短的也有 50 年，风
风雨雨半个多世纪，老人们彼此照顾、
互相搀扶，成为对方最坚实的后盾。

穿上喜庆的衣服，手捧象征爱情
的玫瑰，伴着婚礼进行曲，老人们挽起
手臂，互相搀扶，在众人的祝福下走上
了红毯。切蛋糕，撒喜糖，重温入党誓
词，追忆美好时光。虽然青春不在，虽
然两鬓早已斑白，但彼此眼中仍是最
美的样子。

本报讯 2019 年崇明区“瀛洲杯”
社会足球联赛从 4 月份开赛以来，受
到各界足球爱好者的广泛参与和关
注。日前，赛季乙级联赛决赛在上海
工程技术职业学校打响，最终，富盛足
球队以全赛季零失球的成绩摘得桂
冠，并升入崇甲联赛。

本次“瀛洲杯”社会足球乙级联
赛，共有来自崇明的 16 支队伍近 320
名足球爱好者参赛。经过近 2 个月的
激烈比拼，最终，富盛足球队和横沙文
广足球队杀入决赛。决赛中，富盛队
显示出较大的优势，屡次组织进攻突
破对方防线，最终以 6∶0的绝对优势，
赢得桂冠。

比赛结束后，崇明足协为冠亚季
军进行了颁奖，这三支队伍成功晋升
明年的崇甲联赛。富盛足球队还对新
民小学部分贫困学生进行了捐助，为
他们送上了球衣及资助款。

瀛洲杯乙级联赛
富盛队夺冠升甲
□ 记者 朱卓君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精神，宣传普及老年健康科
学知识和老年健康相关政策，日前，新
华医院崇明分院开展了 2019 年老年
健康宣传周系列活动。

在“冠状动脉造影及支架植入术”
知识讲座上，医学专家对冠心病的分
类，冠心病的传统治疗方法，支架植入
术的定义、优点、日常护理等方面作了
系统介绍。门诊大厅内，义诊活动吸
引了大批患者，五位心内科的专家与
患者“零距离”接触，详细询问病史，认
真进行检查，指导老年人正确用药，并
对房颤、脑卒中等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深受患者的欢迎。

老年健康服务是一项民生工程，
此次活动以知识讲座、义诊、发放宣传
资料等形式宣传老年健康政策、健康
知识，旨在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
理念，提高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老年健康宣传周
关爱老人送服务
□ 记者 顾益琴

庙镇保东村举办集体金婚典礼

五元门票的“秘密”

大力吸引中国游客

长兴镇潘石村，几乎每户村民家
中都会有该村乡村医生薛惠明的联系
方式，在当地村民眼里，薛惠明是群众
健康的守护者，是落实卫生健康政策
的宣传员和监督员。

薛惠明出生于 1945 年 2 月，是长
兴镇潘石村乡村医生。现年 75 岁的
薛惠明从业至今，已经在潘石村卫生
室坚守了 53 个年头。薛惠明的足迹
遍及潘石村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春夏
秋冬、白天黑夜，他默默坚守岗位，为
村民的健康“把关”，一些腿脚不好的

“老病号”来不了卫生室就诊，他就经
常主动上门送医。

别看薛惠明现在年纪大了，但仍
能熟练操作电脑、智能手机。为村民
治病时，一旦遇到一些自己没见过的
病症，他都会通过专业网站寻找答案，
然后再作出判断。“我没有多大的本
事，但是工作中遇到不会的我就一定
弄清楚！”薛惠明如是说。

53 年来，薛惠明收获了村民的信
任，同时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医生、上海
优秀医生等诸多荣誉。

扎根农村
服务村民

穆斯林群众
欢度开斋节

本报讯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6 月
5 日上午，本区 70 余名穆斯林群众齐
聚陈家镇，沿袭着少数民族的传统习
俗共同欢庆开斋节。区民宗办领导、
各乡镇分管领导也来到现场看望慰问
参加开斋节的少数民族同胞，并对他
们致以节日的祝贺。

近年来，区民宗办一直十分关心
来崇少数民族同胞的生产生活，积极
指导各乡镇为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
外来务工经商的少数民族群众提供
各项服务，排忧解难。今年，为了确
保本区穆斯林群众能够度过一个欢
乐祥和的开斋节，区民宗办主动帮助
协调安排临时活动地点，做好安全保
障工作，节日当天还为参加活动的穆
斯林群众送上节日礼物。穆斯林群
众们十分感动，热情邀请区民宗办和
各乡镇民宗干部共进节日午餐，品尝
地道的民族风味美食，共同感受欢乐
的节日气氛。 □ 区民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