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记者 陶令

“一本《大洋上的绿舟》两万册面

世又加印了， 还约定了当第二个十年

过去时， 再出下一本关于中国游轮行

业的书。”皇家加勒比游轮亚洲区主席

刘淄楠博士近日接受新闻晨报周到记

者专访时这样说。

“2020年，这一年发生的事，有太

多东西可以写了， 已经在商讨怎么写

2020 年中国游轮的第 11 个年头。 是

继续用以前的纪实文学的笔法写，还

是把它写成一部小说， 抑或是把它写

成一部电影？ 我都会考虑。 ”

这十余年间， 上海的游轮经济实

现了从无到有的创造性发展。其中既

有游轮港口建设、 国产大型游轮设

计建造公司合资签约等大事件，上

海的游轮母港也历经了建设、投

入运营的良性循环，并以能级位

居全球母港前列。

“游轮与上海一直有着

密切联系， 现在回放上世纪

上海的影像资料中，都不乏

游轮的身影， 尽管是黑白

甚至是默片，游轮不但串

联起过往和当下对外文

化交流的时间线，也成

为了上海乃至中国开

发开放的标志。 ”

刘博士说。

上海市是一个有着中西结合特质的标

志性城市， 中国的老百姓对游轮并不

生疏，在很多年前就知道了，这也与上

海的历史有关。

在刘淄楠看来， 国际游轮公司大

规模进入中国市场是在十年前， 从那

时到现在， 都积极参与上海的邮轮服

务贸易发展， 经历了每一个阶段的渐

进发展。 国际游轮公司对中国经济、对

人们生活乃至邮轮服务贸易的重要贡

献， 也在重塑人们对游轮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产业的认知和充分意识。

“最初，游轮进入中国的第一个阶

段是以舶来品的面孔出现的， 以其特

有的旅行方式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

也改变着消费习惯， 为中国的出入境

游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 刘博士说。

最初打动的是消费层面， 旅行社

看到的是大规模快速发展的局面，政

府则看到了基建等硬件设施的变化，

后期特别是近年来， 游轮经济圈带来

的全产业链联动的则是各个层面的经

济效应。

总之， 邮轮服务贸易的发展变化

在近年来有着特别的改观。 政府已经

意识到游轮带来的不仅仅是游轮经

济，而是所谓的游轮经济圈，带动的是

全产业链。

2020 疫情蔓延全球，亚太、北美、

欧洲等三大游轮市场先后停摆， 海上

漂、停航等对游轮产业影响巨大。 “对

于游轮行业来说， 是一个百年未遇的

挑战，这在和平时代是从来发生过，这

是第一次。 ”刘博士说。

这次全球停航是世界游轮发展史

上影响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损失最

惨重的一次危机。

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成果显著， 为游

轮复航、游轮产业复苏奠定了良好基础。

刘博士说， 一方面皇家加勒比一

直在和地方政府积极谈复航， 同步皇

家加勒也在为复航预先做好 “几件

事”。 第一件事情，是要把船上的防控

方案做好， 在疫情防控常态下游轮上

怎么做好防控，码头怎么做好防控，确

保游轮回来以后， 复航以后游客上来

是安全的。 简单地说就是三道防线，第

一道防线是严把客人源头； 第二道防

线是严把船员源头； 最终则是严把停

靠目的地源头。

“虽然重启的道路可能很漫长，但

我们依然在模拟复盘复航计划。 秉承

着这样一个信念， 我们从停航的那天

就开始不遗余力地积极地在张罗。 虽

然看似希望渺茫，但是从未放弃希望，

更没有放弃努力。 ” 刘博士说。

大洋中的绿洲。 正如同书名，上海

的邮轮服务贸易发展正是把握了茫茫

大洋的贸易商机， 在这片贸易蓝海中

默默耕耘， 使得游轮经济在上海乃至

中国独树一帜， 而其前景发展正呈现

一派绿意葱葱，生机勃勃。

晨报记者 苗夏丽

2020年，梁建章变了！

从理工直男，到百变 Boss、拼命三

郎；从去年全球飞，到今年全国跑，梁建

章在直播这件事上“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最初， 梁建章也只是试试看，

“糊里糊涂”的开始，没想到自己竟然就

这么一路跑下来，一路直播了过去。 ”

从 3 月 23 日第一场直播， 如今，

梁建章和他的团队已经进行了数十场

直播， 交易额超过 10 亿，“Boss 直

播”也变成携程一个 IP类的品牌。

“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也没太

多事干，但又向往着旅游，那些目的地

也愿意给出特别好的优惠。像亚特兰蒂

斯平时价格很贵，那时候可能就一半的

价格，确实有卖点，卖得相当不错。“梁

建章说，直播在疫情恢复阶段是一种很

好的模式， 公司就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包括采购网络，技术平台的搭建，营销

资源的投入……投入精力越来越多，

“我自己也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做，一直

到现在。 ”

直播，让梁建章变得“皮”起来，李

时珍、贾宝玉、杨子荣、包青天、海王

……这些人物都“附体”梁建章，出现

在全国各地的直播间里。

“不同的服装直播，大家都特别关

注，每次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这比较

出乎意料。 ”8 月 12 日梁建章接受专

访时说，以前可能携程一直是做交易做

得比较好，但现在尤其是在疫情这个阶

段，需要学着去讲故事，把它搞得好玩

一些。

“展示旅游就应该抱着放下的心

态，你到不同的地方去，完全是不同的

文化，不同的景色的地方，你就应该融

入当地，用最夸张的手段把当地的特色

展示出来。 ”

最近，梁建章发布科幻小说《永生

之后》，被认为说进军文学界。“人要扩

大边界， 永生是扩大时间上的边界；但

时间的边界是不够的，还有空间上的边

界，你就需要旅游。 ”在梁建章看来，时

空一起跨越是最好的，可以看看古人或

者看看其他人在这个场所有什么表现，

这是能最大限度跨越自己边界的一种

方式，也是旅游的妙处所在。

直播中，人们对海外旅游产品的囤

货热情，也让梁建章很惊讶， “之前日

本的产品卖了几千万， 这让我比较意

外，因为大家显然现在还去不了，却愿

意去囤海外的货。 ”

实际上，关于旅游文化贸易，梁建

章一直很感兴趣，最近几年也一直发表

相关文章。2018年 11月上海第一届进

博会时，梁建章就发表文章称： 全球贸

易 正 快

速从制造

业转向服

务业， 旅游

服务成为服

务贸易增长的

助推器和催化

剂； 中国急需服

务贸易的全球品

牌； 用旅行链接全

球是自信也是机会。

如果没有疫情，携程全球化进程估

计会继续加码，梁建章的行动轨迹估计

依然是全球飞。 但是，2020年是个特殊

的年份，梁建章说，服务贸易每年的逆

差有 1万多亿元人民币，其中旅游是逆

差最大的一项。 今年情况完全发生变

化，中国人出境不了，外国人也进不来，

总体服务贸易逆差不会很大。

疫情期间，反而让本地产品、一些特

定的国外目的地的替代产品， 有了很大

机会。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外国人来

发现中国这些特别有竞争力的目的地、

酒店。我们通过这次全国性的地方直播，

确实发现了一些地方的国际竞争力。 以

前可能不知道，今后会更多。如果这次这

些酒店的收益很好，就会有更多投资，更

多同业者进入这个领域， 将会做得更加

有国际竞争力。 ”梁建章说。

百变 Boss梁建章：

中国有不少地方具备国际竞争力！

皇家加勒比亚洲区主席刘淄楠博士：

2020是游轮“黄金时代”后的新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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