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安成国内自由行热门目的地前十强
“自然醒”“深度游”成关键词

26-35岁的游客为自由行主
力客群；西安上榜国内自由行热
门目的地前十强；“自然醒”“深
度游”等成出游关键词……日
前，某知名旅游网站发布了
《2019全球自由行消费分析》。

年轻人更爱自由行

近年来，随着中国消费者年
均出游次数的增加，自由行热度
逐渐提升。“过去一年，我们服务
的自由行客户中，按年龄段划
分，26-35岁游客最多，占到自由
行总人次的36%；36-45岁客群
紧随其后，占 31%。”昨日，某知
名旅游网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年
轻人是自由行的主力客群，这主
要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方面，当
代中国年轻人英语水平普遍提
升，加之能熟练运用电子产品进
行导航、购物、订票等，自由行时
拥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另一
方面，当下年轻人更注重目的地
生活体验，自由行可自由规划行
程，为深入接触当地民俗风情、
体验当地生活提供了更有利的
条件。

该《分析》显示，在自由行追
求品质化的趋势下，游客更加注
重目的地选择和玩法，他们认
为，“玩什么”“怎么玩”在一定程
度上代表了出游人的审美和品
位。就具体目的地而言，北京、
上海、三亚、厦门、成都、重庆、西
安、广州、深圳、杭州位列国内自
由行热门目的地前十名，出境自
由行十大热门目的地分别为泰
国、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马尔代夫、柬埔寨、菲律宾、马来
西亚、澳大利亚、土耳其。

出行前女性爱搭配服装
男性注重出游设备

在出游群体构成上，89%的
自由行游客会选择与情侣、同

学、闺蜜、朋友等结伴同游，2-5
人的订单占总订单比例的57%，
6-10人的订单占比23%，10人以
上的为14%。

按照性别划分，自由行游客
中，男性与女性的出游习惯表现
出极大的差别。其中，女性自由
行游客较为注重旅途中照片拍
摄等细节，会对行前的服装、配
饰搭配等较为在意，男性则更为
注重单反、冲锋衣、遮阳镜等出
游设备的准备。

“自然醒”“深度游”等
成关键词

对于 90后以及 00后而言，
慢节奏深入享受自由行的过程
尤为重要，“深度游”和睡到“自
然醒”成为出游过程中的普遍
需求。

自由行的时间安排上，境内
游以5-6天行程为主，西藏等少
数目的地行程则长达10-15天；
短线出境游一般在一周以内，长
线出境游普遍在8天及以上。

在目的地获得“自然醒”的
充足休息后，游客多会选择走街
串巷、逛集市，或去夜市感受旅
游地的特色美食，逛博物馆、艺
术馆以及看文化演出等也是热
门的旅游打卡项目。期间，以图
片等形式记录旅途中的所见、所
思，在社交软件中分享给更多朋
友成为旅游社交常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常规的
景点、富有当地特色的街道之
外，由夜游经济、“网红”经济带
火的旅游目的地也逐渐成为旅
游社交中的新亮点。在影视剧
《长安十二时辰》的带动下，西安
著名文化产业项目大唐西市人
潮涌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大唐芙蓉园、陕西历史博物
馆等人气火爆。

本报记者姬娜

志愿者进大山送“温暖”

12月2日，陕西省慈善协会
“众人行”志愿者服务队2019年
第五次走进商洛市商州区腰市
镇郭村及郭村联办小学，和前几
次不同的是，这次在这里开展的
是爱心自选“衣”站活动，也是

“众人行”公益团队2019年开展
的第5次自选活动。

当日一早，“众人行”志愿者
服务队一行 28人驱车 120多公
里，带着爱心人士捐赠的棉衣，
于11时到达郭村村委会。

这时，很多老人已经来到活
动现场，虽说天气很寒冷，但大
家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据了解，此次活动，爱心人
士共捐赠衣物1000多件，价值6
万多元。

活动12时开始，在商洛慈善
协会赵会长组织下，志愿者把一
切准备就绪，老人们在衣架上选
择自己想要的棉衣。

“我们这次带来的棉衣，一大
半是全新的，还有部分是九成
新，我们带着爱心人士的真诚，
来到这里给大伙送棉衣，就是希
望让他们在这寒风凛冽的山里
不再寒冷，让我们的温暖帮他们
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志愿者李
玉像说。 文/图本报记者陶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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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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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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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杜绝各类事故发生呼吁安全节约用气

西安全面开展安全用气大检查
本报讯（首席记者 赵丽莉）

记者昨日获悉，即日起至2020年
3月20日，西安市将开展为期4个
月的安全用气大检查，坚决杜绝
各类事故发生，同时加大宣传力
度，呼吁广大市民安全用气、节约
用气。

随着寒冷天气的逐渐到来，
西安市天然气供应将面临安全生
产最艰苦、最关键的时刻。预计最
大用气日将出现在今年12月25日
至2020年1月20日，日最大需求
量约2000万立方米。西安市天然
气应急调峰设施有：西安秦华天然
气公司六村堡LNG应急调峰站、
朱雀路储配厂和西安交通燃气公
司引镇LNG储配厂，储气能力约
3000万立方米。

全市目前共有车用加气站86
座，当前日加气量约 75万立方
米。现有集中供热天然气锅炉
385台、9235蒸吨/小时，其中可启
动天然气锅炉379台、8416蒸吨/
小时，接近去年冬季实际启动天
然气锅炉的 2倍。天然气用户

370万余户（居民368.5万户，非居
民1.5万户），今冬预计总供气量
达到 30 亿立方米。为了保证今
冬明春天然气安全平稳供应，西
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及时安排
部署，加强对高中压场站巡查检
查和安全监控力度。

该公司负责人说，每到高峰
供气期间，由于低压力、高流速，
面临最大挑战的就是调压器，他
们目前已经重点关注供气压力
波动状况下调压器、过滤器两端
压差情况，做好调压器和过滤设
备的检查维护，确保各场站运行
安全。同时，还将加强锅炉直燃
机的调压器维修维护和启调
工作。

即日起，西安秦华天然气有
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将入户安
检作为重点，针对空房户、间歇住
户、违章客户、拒查户以及到访不
遇客户等特殊情况开展专项入户
安检，集中精力对高供时期易发
生低压力、用气异常的小区进行
重点安检。针对商业综合体、宾

馆、饭店、锅炉房户内的燃气设施
进行重点检查，及时处理用户报
修。在确保优质服务的同时，做
好安全用气和节约用气宣传
工作。

今冬西安市各项建设比往年
同期增多，对燃气管道破坏的概
率增大，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
司制定针对性的监护措施，避免
因管道破坏产生泄漏引发安全事
故，尤其重点关注第三方施工在
燃气管线附近采用非开挖（如定
向钻）施工作业活动，严防第三方
损毁事故的发生。同时设立24小
时抢险值班队伍，配备足够的抢
修备件、机具和车辆，并做好应对
低温冰雪天气准备，增强突发状
况下的抢维修能力，以保证各类
可能突发事故的应急快速处置，
确保客户用气安全。

据介绍，西安市目前共有13
家管道天然气公司，气源来源为
上游供气单位中石油、省天然气
公司及市场采购的LNG（液化天
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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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艳丽的红色陶砖上铭
刻校友的名字和属于自己特殊
意义的数字。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长安校区远望谷体育馆副馆
外，由这样一块块“校友砖”铺成
的“校友路”，珍藏下毕业生们的

“青春记忆”。
12月 2日，记者来到该校体

育馆副馆外这段长30米、宽8.6米
的“校友路”时，被这里的场景所
震撼。5160块“校友砖”，每块长
30厘米、宽15厘米、厚5厘米，每
块上都刻有校友姓名和最多6位
数字，作为铺路砖有序地砌在道
路上，远远望去仿佛一群朝气蓬

勃的年轻人向你自信地走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友事务

与联络发展处处长肖刚说，2017
年，配合学校远望谷体育馆建成
投用，学校发起“校友捐赠一块
砖，永远留念在校园”活动，建“校
友路”得到了各届校友的纷纷响
应。“校友路”计划按照4期建设，
规划建设总长度580米，目前建设
完成的 30米是一期工程，“校友
路”后续建设工程将陆续展开，将
从体育馆入口开始向四周辐射展
开，寓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958
年由张家口迁至西安，并在这里
扎根，辐射世界。

每一块砖认捐额为31元，寓
意 1931 年学校诞生于江西瑞
金。砖上镌刻捐赠者姓名及当年
所在班级编号，具有专属性、唯一
性和永久性。所有的“校友砖”都
是经过精心烧制、打磨、刻字、整
理、上色等工序最终铺设完成。
寓意“一条路携带着大家对母校
的情感，延续着永恒的回忆，走向
辉煌的未来”。徜徉在冬日暖阳
下的“校友路”，肖刚指着地下一
块块“校友砖”说，在这里留下“印
记”的校友中有1977年恢复高考
后首届进校的老校友，也有近年
来刚刚毕业的新校友，时间跨度
长达40年。

捐赠过程中，有校友要求将
情侣、同宿舍、同班、家人等放到
一起，让时间见证长久的情谊；
有的还特意希望刻上自己参加
过的社团等名称，来表达内心最
深的记忆，比如西电人、西电一家
亲、理院学生会、小喇叭等等。这
些汉字代表着捐赠者对学校的热
爱与不舍，表达对学校未来的美
好祝愿。有一个特别的班级，特
意认捐181块，转达1811班所有
人对母校的怀念，班级中有7个同
学已逝去，班级同学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将同学的情谊在母校化为
永恒。

本报记者张彦刚

刻有校友名字的砖铺成的道路 本报记者党运摄

西电科大校园里
有条红色“校友路”
块块陶砖留下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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