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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影城带动 北京中秋短途游走俏
会让不少游客把压抑许久的“跨省游”需求
得到有序释放。而各旅企也在争相布局“十
一”假期。
近日，国庆假期的火车票已开售，而在这
其中，不少长途探亲热门线路车票秒光。北京
商报记者从去哪儿了解到，历年来，国庆放假
前一日是出行最为集中的一天。数据显示，截
至9月16日上午10点，火车票下单量同比前一
日上涨了116%，机票比上周同期出票量上升
65%。与此同时，北京-成都、广州-长沙等热
由于部分跨省游的放开，在中秋假期旅
门高铁线路30日车票已售罄；杭州到台州、宁
游市场快速增长的同时，各旅游企业也纷纷
波高铁只有少量商务座一等座余票；此外，北
旅游市场加速复苏
受益，并晒出了各自平台的旅游数据。根据马
京到长春、深圳到长沙、广州到南宁的车票也
游客在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主题景区游览。新华社图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旅游市场再 蜂窝旅游大数据，本地玩乐产品的订单量在
十分紧张。
次迎来了出游小高峰。
旅行产品中占比超过50%。同时，“赏月+”已
由此也可以看出，游客们对于“十一”假期
2021年中秋假期旅游市场情况
9月21日，文旅部发布2021年中秋节假期 经成为年轻人中秋出游的新时尚，内蒙古旅
出行的需求激增，并以长线游、长途游为主。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1年中秋假期3天，全国累计国内旅游出游8815.93万
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 游热度因“赏月+露营”比去年同期上涨7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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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通信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数据，经
虽然游客出游的热情高涨，但是中秋假
谷慧敏认为，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离得比
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78.6%。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1年中秋节 期机票价格却依然处于“低位”。驴妈妈旅游
较近，所以大家通常会选择在“十一”假期进
假期3天，全国累计国内旅游8815.93万人次， 网发布的《2021中秋小长假出游盘点报告》显
行较远距离的旅游。同时，北京环球度假区的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87.2%。 示，今年中秋小长假，通过驴妈妈平台预订的
开园可能会带动其他省市的游客来进行消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1.49亿元，按可比口径 机票均价仅为650元，属历年来的低点。而在
另一边，在中秋小长假即将收官之际，同 队伍。例如，酷巧的糖果店前摆上了“等候时 费，进而带动整个北京的旅游市场。
恢复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78.6%。
“跨省”出游人群中，“90后、00后”人群占比超 程旅行、同程旅游共同发布的《2021中秋假期 间30分钟”的提示板。
“今年的‘十一’假期，游客可能会选择不
就本地市场看，根据北京市文旅局数据， 过60%，成为绝对的出游主力军。
旅行报告》显示，中秋假期期间周边短途出行
此外，去哪儿方面还表示，不仅中秋节， 是太长距离的跨省游，预计更多是以3-4天左
9月19日-21日，根据本市旅行社填报电子行
产品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46%；同程旅行接 在距离10天后的国庆节，在环球影城的带动 右的休闲度假、探亲旅游为主。此外，如果疫
程单情况，本市旅行社接待在京旅游团队共 北京环球影城溢出效应明显 送机订单量比2019年同期增长超过500%。 下，北京仍然是预订量最高的热门目的地。环 情不再反复，今年的‘十一’假期可能会达到
796个 、18258人 ， 同 比 2019年 分 别 减 少
值得一提的是，受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 球影城大酒店也成为了北京地区排名前五位 2019年同期的正常水平，如果达不到，大概也
仅有3天假期的中秋，也使得周边游再次 园的热度影响，北京成为了此次中秋假期最 的热门酒店。
73.42%、76.73%，其中外省市来京旅游团队
会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的80%。”谷慧敏还预
552个、12482人，同比2019年分别减少77%、 占据主流，此外，北京环球影城的正式开园， 热门的目的地。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中秋假
业内人士认为，受到疫情变化的影响和 测道。
也进一步带动了周边的住宿市场。
79.99%。
期，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开园前两日的 中秋假期的时间限制，游客们的中秋出行主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吴其芸
具体到北京的乡村旅游市场，北京商报
根据携程发布的《2021年中秋假期旅游 门票均已售罄。马蜂窝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影 要集中在周边短途游。而北京环球度假区的
记者还了解到，中秋节期间北京市乡村游累 数据报告》显示，截至9月21日9点，2021年中 城的门票订单量占据乐园类产品的42%。
开园也带动了北京旅游市场的快速恢复。
计接待游客130.1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 秋期间，周边游预订人数占出游总人数比例
不仅如此，北京环球度假区带动周边酒
的86.9%；营业收入19128.5万元，与2019年同 为56%，高于2019年中秋和今年端午、清明假 店的预订量迅速提升的同时，餐饮需求也非
商家布局“十一”长线
比增长61.3%。乡村旅游经营客房平均客房 期水平；在中秋周边游订单中，对比2019年， 常旺盛。9月20日晚7点，北京商报记者在北京
入住率54%，其中，乡村精品民宿平均入住率 酒店订单量增长逾20%，门票预订量增长近 环球城市大道上看到，有大量游客在城市大
受制于3天假期，中秋国内游市场以短
30%，租车订单量增长77%。
78%，乡村精品民宿接待游客7.73万人次。
道内游玩，不少餐厅、商店前面都排起长长的 途游为主，然而，即将到来的“十一”假期，将
扫码观看视频

中秋假期是北京恢复跨省游之后的首个小长假，旅游市场也进一步恢复。根据北
京市文旅局9月2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节期间，全市202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160.4万人次，较2019年中秋节增长34.7%；营业收入13715.3万元，较2019年中秋节增
长2.1倍。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带动下，周边酒店量价齐涨。在业内人
士看来，由于中秋假期时间较短，主要以周边游为主，而接下来的“十一”假期，长线游
需求会激增，预计“十一”假期跨省游将全面恢复。

“双减”转型路

衔接书本与实践 校内素质教育多点开花
随着9月开学季的到来，也迎来了“双减”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学期，越来越
多的家长开始把目光从课外班投向校内。关于教育改革，美育、体育地位提升
的政策也频频发布。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进多所学校，了解校内素质教育的
开展落地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校内开展创客教育、音乐教育
等形式的素质教育和专业培养，是多所学校都已经落地的成功经验。而在专
业的一线老师心中，他们对校内素质教育也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课外班进校园
学生课后活动种类丰富
走进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园，北京商
—青牛创客空
报记者看到了一方特殊的天地——
间。在这里，学生不仅能学习物理、生物、航天、信
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还能开展3D打印等各类
实践活动。衔接书本和实践，是创客空间给人的
第一印象。
“孩子们不需要去外面上兴趣课外班，来我
们这里，我们的创客空间就是课外班，就是素质
教育。”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助理、信息技
术学科高级教师杨森林向北京商报记者这样介
绍了首师大附中的青牛创客空间。
据透露，首师大附中的青牛创客空间是全国
首个中学创客空间。“青牛创客空间的名字有四
层含义。”杨森林表示，四层含义是希望同学们在
青牛创客空间里，既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探索
精神，又有脚踏实地、务实求真的耕牛精神。
“今年是我来首师大附中任教的第10年。”杨
森林告诉记者，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都评
价自己是个工作狂。“我喜欢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几乎每周都有6个整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早上
7点钟到校，从常规课程到选修课程，再到晚上的
社团课程，杨森林每天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校内度
过。“有时候周日还会增补一些课程，和孩子们在
一起是我的乐趣。”
作为青牛创客空间的指导老师，杨森林会在

这里指导孩子们的社团活动，不少孩子也是在这
里发现自己对科学和信息技术的热爱，开始自己
的竞赛探索之路。
据教育部网站信息显示，目前共有36项竞赛
活动被承认为2021-2022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活动。包括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
与实践大赛、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年电子信息智
能创新大赛等。杨森林的学生们正是各类竞赛的
参赛选手，在创客空间的教育模式下，他的不少
学生都在各区级、市级竞赛中获奖，并有多位学
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

美育进中考政策加持
音乐教育日益火热
除了创客教育，近些年来，越来越被家长们
重视的还有美育。据统计，全国大部分的学校都
已经把美育课作为了公共必修课程。孩子的美育
规划是什么？如何涉足乐器学习以满足美育评测
的标准化考试？许多家长对此颇为关注。
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大提琴家娜木
拉表示：“学乐器的孩子需要尽早练习童子功，他
们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乐器，世界观更单纯一
些，所以对孩子的培养要格外上心。从他们的生
活、文化课到专业课，都不能松懈。”据悉，中央音
乐学院附中每年在4月面向全国招生，招收孩子
的年龄从小学四年级开始。
“孩子的专业天赋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是能
显现出来的，”娜木拉也向家长们发出建议，可以

培养孩子在音乐方面的兴趣，乐器能够成为孩子
的终身伙伴。“学习乐器时必然面临考级的选择，
我个人建议家长们可以选择考级这一形式来检
测孩子的学习成果。但是孩子考级时，家长也不
能急功近利。”
娜木拉表示，学习乐器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去完成每一级的内容的，“考级的曲目都是根据
孩子的学习特点和年龄特点指定的，很多也都是
值得练习的经典曲目，如果这些作品没有学的
话，会丢失一些训练技巧练习的机会，一些技术
性的东西可能会在将来影响孩子的专业水平”。

素质教育校内开花
教改路径渐明
实际上，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美育这一字
眼也频繁出现在教育部的相关文件中。2020年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2021年3月，教育部成立首届全国中小学美育教
学指导专业委员会。
值得一提的是，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义务教育阶段，大部分省份学校都按照国
家课程的设置方案保证音乐、美术课程总量不低
于总课时的9%；高中教育阶段，全国93.2%的学
校开设6个学分的艺术类必修课程；80.7%的中等
职业教育学校将艺术课程纳入公共基础必修课
并保证72学时；高等教育阶段，87.6%的高校面向
全体学生开设公共艺术课程。
此外，教育部还曾在对政协提案的回复中明
确表示，将推动编程教育纳入信息科技课程标
准。目前教育部也在制定相关专门文件，推动和
规范编程教育的发展。据教育部网站信息显示，
编程教育等信息技术内容已纳入到小学、初中科
学课程和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并融合到了
相关学科课程中，高中阶段还专门开设了信息技
术课程。
由此，从教育改革总体的发展方向和“双减”
的工作目标来看，未来素质教育在校内的实践路
径值得期待。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启幕
展映首出京城
“北京展映”走出北京、60部佳片
“上云”、XR技术带来沉浸式体验……
9月21日，让无数影迷和从业者翘首以
盼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以下
简称“北影节”）正式启幕。据悉，本届
北影节为期9天，来自电影行业的从业
者们将共聚一堂，共同描绘电影市场
的未来；影迷们也将享受一场属于秋
天的电影狂欢。
据了解，本届北影节由开幕式及
红毯仪式、天坛奖、北京展映、注目未
来、北京策划·主题论坛、电影嘉年华、
北京市场、电影大师班、北京大学生电
影节、“电影+”和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
共计11项主体活动构成，涉及电影颁
奖、行业探讨、观影等方方面面，与往
届相比，亮点十足。
其中，最受影迷关注的“北京展
映”单元，既恢复了以往的线下影院放
映规模，更是首次走出北京，在张家口
和天津同时设立展映影院。据了解，该
单元精选了近300部国内外优秀电影
作品，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集中放映
1000余场次，以满足广大影迷的观影
需求。“展映影片来自不同国家，展现
了不同风格、流派，此外还特别设置了
影片播映前后的导赏环节，让观众不
仅欣赏影片，还能了解影片创作背后
的故事。”北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执行副
主任崔岩表示。
与此同时，本届北影节沿用了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云评奖”
“云传播”
“云观影”等多项内容上云，天
坛奖、注目未来等项目的评奖、颁奖工
作率先被转移至线上。
“云上北影节”则携手爱奇艺，自9
月15日开幕，持续至10月8日，进行线
上展映。据介绍，“云上北影节”设置了
“第一视角”“聚焦俄罗斯”“震式发布”
等单元，将上线约60部国内外优秀影

片，其中包括十余部新片，为全国各地
的影迷带来一场电影视听盛宴。其中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北影节的创投训
练营作品《洛桑》《角度》《老虎卡门》
《除夕夜》将分别在9月21日-24日每天
10点上线爱奇艺，每部影片的观看期
限为1天。北京广播电视台也将开启第
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视展映，
为影迷们提供更多观影选择。
本届北影节的大幕在中秋的月光
中拉开，持续至9月29日，各项精彩活
动也将依次上演。而此前北影节首日
售票战报显示，作为“北京展映”单元
的经典佳作，《穆赫兰道》《妄想代理
人》《永不消逝的电波》等10部影片一
经上线便被售空，其中《穆赫兰道》更
是在9秒之内售完，成为了“最拼手速
影片”。而这些数据背后展现的是中国
电影市场背后的文化繁荣。
数据显示，2020年，在全国年度票
房排名前十的影院中，北京占据6席，
全年北京出品电影达到185部，位列全
国榜首。在全国面临疫情严峻考验的
背景之下，北京电影行业交出了一份
不错的成绩，为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
影的集体复苏贡献了北京模式和北京
智慧，让世界看到了北京电影行业的
潜力。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第十
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常务副主席莫高
义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电影事业正
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作为全
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建设中的
城市名片之一，北京国际电影节将立
足北京‘四个中心’和‘影视高地’建设
大局，在‘新十年’继续坚持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立足战略定位、用好优质资
源，努力打造中国电影勃兴的‘北京方
案’。”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实习记者 周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