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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厦门市图书馆集美新馆于国
庆当天试开馆，一下子占据了厦
门人朋友圈的“C位”；闽台艺术
国庆黄金周已落下帷幕，作
装置公益展来袭 ，白 白胖 胖的
为国内热门的旅游城市，厦门备
受游客青睐。记者从厦门市旅发 “兔小妃”惹人爱，在曾厝 、胡
里山炮台等地都有它的身影；白
委了解到，
国庆假期 7天，
厦门共
接待国内外游客 225.
18万人次， 鹭洲音乐喷泉的灯光秀也 成了
假期吸引大量市民游客
同比增长 20.
84%；
实现旅游总收 “网红”，
早早等候驻足欣赏，国庆前六日
入 27.
8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接待游客 8.
86万次。
24.
78%。
最刺激的“网红”景点，非同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厦港
直通高铁开通后的第一个长假， 安野山谷景区的 7D玻璃天桥莫
属。该玻璃天桥于国庆假期正式
厦门和香港成了两地旅客的热门
开放，全长 200余米，悬空 100
旅游目的地，
“说走就走”的旅游
余米，横跨野山谷情人潭峡谷两
模式成为新常态。
岸，惊险刺激 ，这 个假 期吸 引
,-./012345
3.
04万人次前去游玩。
在丰收节的带动下，乡村旅
ABCD26EFGF9
游火爆。厦门岛内外举行了许多
9月底开通的广深港高铁进
欢庆丰收的活动，
摘果、
赏秋是许
一步拉近了广深港游客与厦门的
多家庭出游的首选方式。
距离，也让两地成为热门旅游目
翔安第二届乡村旅游季系列
的地。记者了解到，
国庆假期前 6
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往，采摘水
天，火车抵厦旅客 72.
37万人次，
果乐趣多；澳头社区举办了文化
同比增长 12.
73%，其中香港西九
艺术季，主打 “文化 +美食”概
念，
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乡村之旅， 龙往厦门的动车票每日均售罄，
5万人次
国庆假日接待游客 6.
08万人次； 游客爆满。而厦门有 2.
国庆黄金周期间通过动车赴港。
同安丽田园开展灯火寨美 食 活
广深港高铁的开通也带动了
动，
带游客品尝乡村美食，
观赏布
厦门游客赴港旅游，根据携程旅
袋戏教学，国庆假期 接待 游 客
行的预订数据显示，厦门是赴港
1.
14万 人 次 ； 竹 坝 景 区 举 办
游的主要客源地之一，说走就走
“2018年第八届海峡两岸农业旅
的香港自由行不再是奢望。游客
游嘉年华”，
游客近距离领略田园
们纷纷点赞“一地两检”，
“以前
秋收盛景，
品尝两岸各类小吃，
国
到香港还需转车，现在只需要四
庆期间接待游客 5.
85万人次。
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为我们节
6789:;<=>?@
省了不少时间，手续也更加简单
这个假期，厦门还有许多景
了。”昨日刚从香港旅游归来的
点成了 “网红”，吸引了不少客
黄女士告诉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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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PQR出行对不少市民来
说 是国 庆 黄金 周的 必 选，但 对
“留守”的部分市民来说，泡图书
馆是不错的度假方式。新晋“网
红”——
—厦门市图书馆集美新馆
这个假期便刷爆了朋友圈，成了
市民“打卡”的好去处。
昨日，记者来到厦门市图书
馆集美新馆看到，与略显冷清的
周边环境相比，集美新馆门庭若
市，
停车位也是一位难求。馆内人
头攒动，即便是国庆假期的最后
一天也热闹非凡。读者三五成群

地围在观书屏前体验，或手捧爱
书坐在穹顶下细细研读，或在数
字阅读区畅游书海。
特地从岛内前来的市民许先
生向记者表示，前段时间便听闻
厦门市图书馆集美新馆的 “大
名”，这次就踩着国庆假期的尾
巴带孩子前来体验，馆内设备先
进，
有助于孩子增长学识。
周边的市民则占据了 “天时
地利”。自新馆10月1日试开馆后，
来自后溪 中学 的 高同 学便 成 了
“常客”，
他除了来这里看书外，
也
会经常约上同学一同前来自习。

据记者了解，厦门市图书馆
集美新馆国庆假期前六天外借图
书合计47553册，其中少儿类图
书33975册，成人类图书13578
册；新增办借阅证3038个，其中
白 鹭 分 读 者 729个 ； 接 待 读 者
95292人次，其中试开馆首日接
待了约20000人次。
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同样
受到市民欢迎。数据显示，国庆7
天假期，文灶馆与公园馆图书合
计流通23000余册次，到馆22500
余人次，日均到馆达3000多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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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跑、乡野露营、农村市集、攀树
观鸟、民乐欣赏，还有重型机车接
送。10月 1日 -2日，
首届安溪龙
门乡村生态旅游节在泉州市安溪
县龙门镇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
“乡村振兴 特产先行”为主题，
以
露营节和乡村越野跑为主线，结
合龙门镇周边村落的自然资源和
土特产，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本届旅游节吸引 900多名游
客参加。10月 1日夜里，近 300
人夜宿龙门大生露营基地，体验
了“天当被地当床”的惬意。当
晚，一场由南音艺术家们联袂演
出的南音欣赏会举行，游客和村
民们共同享受了这一南音盛宴。
龙门镇拥有种类繁多的动物
资源，大生村的野生萤火虫资源
是一大亮点。营员们戴上头盔、
头

灯，
观赏辨识各类昆虫。
10月 2日上午，安溪龙门乡
村生态旅游节迎来高潮。由村民
和游客组成的团队在专业长跑运
动员的带领下，进行美丽乡村越
野跑。他们从大生村山门出发，
经
过榜头村、山美村和后坂村，最后
回到大生村。值得一提的是，
厦门
汽摩协会出动 16部重机车为乡
村越野提供安全保障。
在大生村村民运动场地，游
客和村民借助专业绳索，在攀树
教练的现场指导下，感受了现代
攀树与传统爬树的不同。另一边，

游客和村民在厦门市观鸟协会专
业人员带领下，观赏各类美丽鸟
儿的风姿。活动当天，
安溪萤火谷
研学舍 “厦门市向日葵小记者实
践基地”正式挂牌。
正值全国各地开展庆祝农民
丰收节活动，乡村生态旅游节引
入乡村市集，琳琅满目的土特产
被游客们抢购一空。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过程中，
海西晨报·ZAKER厦门首次采用
航拍直播，为观众展现原生态的
乡村美景。截至记者发稿时，
已有
近 10万人次观看。

本次活动由安溪县龙门镇人
民政府、安溪县旅游事业局主办，
龙门镇大生村、安溪义工协会、龙
门集顺农超、龙门大生萤火谷研
学舍承办，海西晨报社等近 30个
单位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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