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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外国游客喜欢什么样的北京？

北京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无论是故宫、长城、

天坛、颐和园等世界文化遗产，还是鸟巢、水立方、三里

屯等现代城市地标，都吸引了很多游客。那么外国游客

到底更喜欢北京的哪一面呢？听听外国旅行商怎么说。

近日，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等北京主

要客源国的 60 家海外知名旅行商，共同参与由北京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第二届“北京入境旅游全球战略

合作伙伴会议”。来自全球的旅行商和相关机构代表纷

纷就各国游客对北京的旅游偏好，以及他们捕捉到的

市场变化等展开交流。

美国旅游批发商协会主席特里·戴尔表示，美国游

客来华旅游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渴望获得更加本土化

的体验，希望深入到社区、邻里中了解当地人喜欢的音

乐、食物和艺术等等。

澳大利亚伊哥奈旅游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兰

德·迪尔说：“过去一年，澳大利亚赴中国旅游的市场增

长了 50%。仅我们公司承接的来华旅游业务量增长就

超过了 300%。我们可以成功吸引到更多来京游客，是

因为我们在一些主流目的地之外，常常为顾客提供小

众的文化景点及文化体验，比如傍晚游长城，或者学习

包饺子等等，而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这些。”

阿曼希姆吉旅行之家旅行社总经理卡西奥·维特

姆说：“中国已成为很多中东国家游客最重要的出境游

目的地之一。我们旅行社每年大约有 50 万的游客到中

国，其中 70% 的游客是到北京旅游。家庭旅游、游学、

文化交流等各类游客都有。在京购物也是游客们的一

个非常大的需求，大家很期待高端的购物环境。”

文旅融合催生入境游新玩法

对于那些希望深度感受北京的游客来说，参观景

点、逛胡同、看京剧、吃烤鸭已不能满足需求，他们希望

能更深入地体验北京。

为了让更多海外游客感受北京魅力，北京已经陆

续推出了一些新的旅游方式，比如夜游天坛、故宫新线

路、在古北水镇游览不一样的长城，体验 798 文化街

区，入住四合院，观摩体验景泰蓝制作工艺等文旅特色

游。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曹鹏程介绍，结合北

京文旅融合涌现的新亮点新玩法，以及近几年北京的

重大项目，此次精心设计安排了海外旅行商合作伙伴

的考察线路。比如夜游天坛、夜游北海静心斋、故宫文

物医院等中轴线考察就重点突出文旅融合；此外还去

考察了世园会、大兴国际机场等北京市的重大资源和

项目，希望让旅行商通过对北京的新认识，新设或优化

入境旅游线路。

“从今年起，北京的入境游资源推广将重点聚焦冬

奥会和中医健康养生这两大主题。作为“双奥”城市，北

京的冬奥资源无疑将成为含金量十足的旅游推广点。”

曹鹏程说道。此次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还组织海外旅

行商参观了奥运主题馆及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组委会

所在地，与冬奥相关的旅游线路已经提前开始筹划。

此外，海外旅行商们还前往国家图书馆体验传统

线装书的制作；近距离与中国杂技团的演员交流并观

看杂技表演；参观国家大剧院了解演出剧目制作情况；

参观天乐园京剧体验馆了解京剧的台前和幕后工作；

参观钧天坊古琴艺术中心，了解古琴制作过程并观看

演出；到中医馆体验制作香囊等。

不断扩大朋友圈 持续提振入境游

近几年，为推动入境游发展，北京动作频频，实施

144 小时过境免签，面向海外旅客实施购物离境退税，

开设首家面向外国旅客和港澳台旅客的市内免税店，

依托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海外主流媒体平台，线上线下

相结合开展全球整合营销活动，也包括积极携手多家

海外知名旅行商，构建全球合作伙伴体系。

“北京入境旅游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计划”自 2018

年开始实施，计划用 3 年时间发展 100 家海外知名旅

行商成为官方合作伙伴，以海外合作伙伴为抓手，持续

不断地拓展北京的海外宣传渠道、推广北京文化旅游

资源、助力北京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

目前，加入该计划的海外合作伙伴已达 60 家。借

助此“朋友圈”计划，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不仅加强了

对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新加坡、俄罗斯

等主要客源国的市场开拓工作，也与阿联酋、泰国、马

来西亚、波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企业展开

密切的合作交流，开启“双向联动”模式，积极推动北京

文旅特色在全球的推广。

为切实了解海外旅行商对北京入境游的需求和建

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与每家合作伙伴进行单独而

深入的沟通，并积极邀请海外旅行商结合其国家市场

情况及游客行为特点，提交他们希望的文化旅游推广

方案。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合作伙伴的建议，不断

推陈出新，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海外推广方案，更加精准

地吸引海外游客。

·广告·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持续推进“北京入境旅游全球战略合作伙伴计划”，已携手 60 家海外知名旅行

商，积极构建全球合作伙伴体系，不断优化北京入境游产品和线路。

新华社记者

2014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
古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这里的孩子和老
师。聋哑女孩王雅妮向总书记弯了弯大拇指，用
哑语表示“谢谢”。习近平总书记笑容可掬地跟
着学：“伸大拇指是‘好’，弯一弯是‘谢谢’。”

“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对儿童特别是孤
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
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总书记这样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孤残儿童保障工作
持续加强，特殊教育实现更快更好发展。来自四
面八方的爱心汇聚，为这一特殊群体照亮前行
的路。如今的王雅妮实现了梦想，成了特殊教育
学校的一名老师。而孤儿、残疾儿童等特殊儿童
群体，也正在得到全社会更多的关怀，受到更好
的教育。

特别的爸爸妈妈，筑起我的“新家”

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
福利院。

“宝宝们，起床啦。”高美丽轻声唤醒睡梦中
的四个孩子，在他们脸上各亲了一大口，然后有
条不紊地给孩子们穿衣洗漱，喂他们吃早饭。

高美丽家的早晨，看起来和其他人家一样
平常又温馨。家里四个孩子，最大的不到 3 岁，
最小的只有 1 岁半。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美
丽夫妇和这些孩子们并无血缘关系，他们是生
活在福利院的模拟家庭。

这四个孩子中三个患有中重度智力障碍，
另一个因早产而发育迟缓。“3 岁以前，这些孩
子处于建立母婴依恋的关键期，需要有爸爸妈
妈的精心照顾，我和我爱人充当了孩子父母的
角色，给他们完整的家庭关怀。”高美丽说。

丁丁(化名)是高美丽家最小的孩子，因发
育迟缓，1 岁半的她看上去只有七八个月大。每
天早上，特教老师都到模拟家庭将丁丁和哥哥
姐姐们接去上婴幼儿抚育课程。经过半年的学
习，丁丁已经学会了简单的对话，每天下课回
家，都开心地叫着“妈妈”。

在山西省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17 岁
的小刚(化名)已经在“家”里生活了 5 年。2014
年，福利院聘请了 10 对夫妻，与孤残儿童们组

成了 10 个家庭。
小刚从小性格敏感，脾气容易急躁，刚进

入模拟家庭时很不适应，总和“爸爸妈妈”吵
架，嫌他们管教太多。但慢慢地，小刚体会到
了父母的用心：“他们是怎么对自己的亲生儿
子，就是怎么对我的。生亲不如养亲，养育之
情一辈子都割不断。”

过去，我国孤残儿童养育模式主要有机
构集中供养和家庭寄养两种。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央专项规划累计投入近 20 亿元用于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建设。
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模拟家庭”养育模式，让
孤残儿童在家庭环境里成长。

特殊的园丁，灌溉最美的花

在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里，13 岁的
一一(化名)是个看着会让人有些害怕的孩
子。这个男孩半边脸长满了血管瘤，还患有癫
痫，智力发育不全。

2016 年，福利院成立了特殊教育学校，
该让哪个老师带一一却成了问题。

他的情绪不稳定，动辄就哭闹，在地上打
滚，癫痫也随时可能发作。能照顾好他吗？不
少老师心里打鼓。

“那天，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荡秋
千，他居然笑了，还冲着我笑了一下。”当时刚

大学毕业的王炜心想，或许自己和这个孩子
有缘。“我是学特殊教育专业的，我相信自己
可以带好他。”她主动请缨，让一一进入了自
己的班级。

从此，王炜上课再也不能穿裙子了，常年
穿着牛仔裤，因为一一随时可能会跑掉，她要
跑得更快把他追回来。

每次来到学校，一一就不停地哭，要不就
在地上打滚、撕书，哄也哄不好，训他更是不
管用。王炜观察发现，一一喜欢玩纸盒子，喜
欢荡秋千。靠着这两样法宝，王炜俘获了一一
的心。每当他能执行指令时，王炜就奖励他玩
纸盒子。

慢慢地，一一出去会主动拉王炜的手，再
后来，会主动让她抱。他一点一滴的成长，王
炜都记录了下来：

2016 年 6 月，一一可以清晰地发出“爸
爸”“妈妈”“奶奶”“哥哥”这几个音了。

2017 年 2 月，看，一一帮同学推着轮椅！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帮助别的同学，瞧他笑的，
好开心啊！

2019 年 6 月，一一能在规定地方涂色，
能在老师语言的提示下擦桌子、放椅子、洗杯
子、扫地、拖地、洗水果……

“和他们在一起，我有时是老师、有时是
姐姐、有时是妈妈。”如今 25 岁的王炜还未结
婚，却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倾注了绵绵的母爱，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心灵唤
醒另一个心灵，只要我们用爱浇灌，花儿必将
自开。”

近年来，我国残疾学生受教育机会不断
扩大，国家出台并全面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基本实现 30 万人口以上且残疾儿童少年
较多的县(市、区)都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随
着国家对特教师资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加大，
教师数量持续增加，教师学历和专业素养也
得到了大幅提升。

特殊的我，有特别的精彩

在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美容教室
内，王雅妮认真地为一位模特进行面部护理，
七八名学生围在她的周围，聚精会神地观察
她完成每一个步骤。王雅妮用手语进行讲解，
学生们则用手语进行提问。

站上讲台，成为一名教师，这是王雅妮从
小的梦想。但一个聋哑人也可以有梦想，也可
以当老师吗？她一度不自信。

2014 年，王雅妮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
院看望这里的孩子和老师时，鼓励王雅妮好
好学习，学业有成。

她更加坚定了理想。2017 年 9 月，她从
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去了一所
美容学校进修。最终，她又回到了特殊教育学
校，成为一名美容教师。

“谢谢”是王雅妮最常用的手语动作。感
受着社会温暖长大的王雅妮，正将这份温暖
传递给更多残疾儿童，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
显示，至 2018 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2152 所、专任教师 5 . 87 万人，近年来均保持
较为稳定的增长。更多特殊的孩子们拥有了
让人生出彩的机会。

作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之一的
贵州省遵义市，已举办了两届特殊教育学生
艺术节。在艺术节上，这些孩子们载歌载舞，
同样光鲜夺目。人们看到，残疾孩子也如此优
秀，他们不再默默成长于某个角落，也可以是
聚光灯下的主角。

此前就读于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穆洪
波，现进入北京联合大学，主攻钢琴调律；同
样从该校走出的蔡丽雯，成为国家残疾人游
泳队运动员，并站上了里约残奥会的领奖台。
在党中央的关心下，这些特殊的孩子，正在绽
放着特别的精彩。

(执笔记者赵东辉、王菲菲，参与采写：
魏婧宇、骆飞、胡浩、罗争光、初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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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特殊教育的别样风景

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的老师王炜在辅导孩子画画（ 8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部法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
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成为指
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
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
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
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
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就分期分批组织了土地改
革。为保证土地改革法的正确实施，从中央到地方都抽调大
批干部组织土改工作队，其中吸收了相当一批新解放城市
的青年和学生，经过集中培训，认真学习土改法令，掌握各
项政策和工作方法，分期分批下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从
1950 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了。

土改后，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到 1952 年底，全国除一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基本完成。全国有 3 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
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 7 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
了过去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约 3000 万吨粮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
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农村生
产力的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
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历史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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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新 华 融 媒 

我爱你，中国
七十年风风雨雨，山河壮阔，描绘大美风景；四十

年翻天覆地，日新月异，书写经济富强。

每一座山都镌刻你的名字，每一道川都记录你的
脉搏。每一个中华儿女都爱这热情赤忱的土地，每一声
都在说：我爱你，中国。

新华社《瞰中国》特别节目《我爱你，中国》，以航拍
领略美丽中国，用镜头记录时代发展，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扫描二维码，观看《我爱你，中国》精选内容。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