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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
读万卷书
，也要行万里路

研学游成暑期旅游市场主流
记者

潘璐璐

整理

进入 6 月，不少学生家长纷纷开始做亲子暑假出游计划
不少学生家长纷纷开始做亲子暑假出游计划，
，各大旅游中介商国内中短途和出
境游长线均已上线开卖。记者从旅行社方面了解到
境游长线均已上线开卖。
记者从旅行社方面了解到，
，5 月以来报名暑假亲子旅游的人数显著上
升，预计本周将进入出境游报名高峰
预计本周将进入出境游报名高峰。
。暑期游全面启动预计在 6 月 20 日左右
日左右，
，目前 6 月热门境
外短途产品几乎售空，
外短途产品几乎售空
，整个研学游市场的热度将持续至 8 月中旬左右
月中旬左右。
。

研学游热度升温
占亲子游比例超四成
两周前，同程艺龙与同程旅游
联合发布了 《中国家庭亲子旅行消
费报告 2019》，数据显示，暑期各
种形式的研学旅行或游学产品的需
求量在整个暑期亲子游中的比例超
过四成，“亲子+教育+旅游”的产
品组合更是占据了周边亲子游市场
的“半壁江山”。自 5 月尤其是中
下旬以来，暑期研学旅行产品的预
订情况逐渐升温，各类国内暑期短
途、各类夏令营活动和国内外研学
游线路预订火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
当前多数家长对于亲子旅行的基本
认知和主要诉求，具有教育意义的
旅行产品逐渐成为亲子家庭旅游消
费的“刚需”。此前，同程旅游曾
做过一份调研，结果显示，超过九
成的父母认为亲子旅行的目的不再
是为了单纯地看风景，放松身心，
而是为了让孩子更好地成长，同时
在旅行的途中获取知识，增长见
识，培养出自信、独立的性格。

在这些研学游家庭中，80 后及
90 后父母成为了亲子游市场的核心
群体。在新的旅行理念的冲击下，
国内外亲子游的产品需求也日益多
元化，家长们对于产品的教育元素
要求更多，对教育意义要求更高。
在国内，家长倾向于选择名山大川
及主要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华山、
泰山、黄山、八达岭长城、西安兵
马俑、北京故宫等最为热门；境外
出游，则选择享誉世界的著名学
府、具有历史人文背景的大都市。
纵观国内亲子游家庭孩子的年
龄阶段，介于 7 至 12 岁之间的小学
生占比最高。在许多家长看来，尚
无升学考试压力的小学阶段是带孩
子出游的最佳时期，而且，这个年
龄层的儿童，具备了对世界的基础
认知，也掌握了一些自然和文史知
识。随着高铁出行的便利，12 岁以
下儿童跟随父母参加周边游和境内
中短途旅行较多，出游频次也较
高。

境内研学游以主题乐园和历史名城为主

随着《国家宝藏》
《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热映，故宫成为研学游热门打卡地。

记者采访各大旅行社发现，一
批研学类短途游产品走俏市场，成
为不少学龄儿童家庭周末游、暑期
游的新选择，其中，主题乐园是较
多亲子家庭周边游首选。
拥有丰富游乐设施的主题乐园

一直是孩子们的最爱，尤其是低龄
儿童亲子游的首选。亲子游客群最
集中的三大主题景区，分别是大型
综合主题公园、动物园和海洋馆。
在主题景区的带动下，“门票+酒
店”的模式、亲子套票等套餐组合

需求量较大。目前，国内比较受欢
迎的主题景区有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珠海长隆度假区、成都动物
园、上海野生动物园、北京野生动
物园、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大连森
林动物园等。
除了重视游玩性和社交性外，
游客也更注重寓教于游。研学旅行
与文化、科技等业态正在融合。迎
合研学游市场需求，许多主题景区
也提供了丰富的研学产品，时间以
1-2 日游为主，内容涵盖生态科
普、文化探秘、技能挑战等多个品
类。以常州中华恐龙园为例，园区
新打造了恐龙基因研究中心、神奇
实验课、魔法书奇遇记等主题场
馆，安排了众多体验项目，让孩子
在玩中学，学中玩。区别于传统亲
子游线路，研学线路对孩子会有一
套系统的课程安排，鼓励孩子通过
体验式教学的形式，完成研学作业
和学习相关知识。
在 《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
文物》 等电视节目火爆荧屏之后，

包含家长在内的消费群体对于文
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关注度
日益增长。徽州古村落等文化古
镇、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愈发受到
游客喜爱。
近一些的研学线路，有杭州、
上海、苏州、绍兴等目的地，国内
线路的平均价格在 3000-5000 元左
右，最远是大洋彼岸的美英澳，通
常花费在 3-4 万元之间，如果是亚
洲国家会相对便宜，大概在 1.5 万
元左右。国内线、境外线，差价会
达 到 近 10 倍 左 右 ， 这 就 意 味 着 ，
研学旅行的成本呈现两极分化。
游学夏令营，是否花钱越多，
效果就越好，孩子就能赢在起跑线
上？如何选择游学机构、评估游学
产品品质和保障一直是让家长犯难
的问题。有游学专家给出意见：家
长给孩子选择游学产品，应该综合
考虑游学目的、预算、孩子兴趣、
年龄胜任力、目的地、游学机构、
服务品质和保障等要素。

出境游产品全线上架，师生出行成新宠
在暑期出境游的旅客里，亲子
出行依然占较大比例。根据机票预
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每年暑期的境
外航班客群中，亲子家庭的出行需
求最大，7 月和 8 月两个月的亲子
客流量占全年的 38.5%。
目前，暑假出境中短线游产品
已全线上架。香港、澳门、新加
坡、泰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
等成为最受欢迎的出境中短途游目
的地，这些地点均有专门针对亲子
家庭开发的产品线路。随着港珠澳
大桥的通车和香港高铁开通，以及
内地居民赴港澳通行证办理更加便
捷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每逢假期
港澳游都迎来高峰。大部分酒店预
订需要提前 15-20 天，绝大部分酒
店满房率 100%，亲子游热度将持
续到 8 月中旬左右。
从游客出行需求看，走马观花
的行程或单纯严肃的课堂已经不能
满足教育需求，素质教育、亲子互
动、兴趣培养已成为研学游市场的
关键词。不少暑期旅游产品除了主
打亲子牌外，或者在线路设置上都
含有亲子元素。研学游暑期产品可
以理解为是传统亲子游的再升级换
代产品，旅行社还会关注孩子通过
旅游获得能力提升的问题，将“玩
中学”“游中学”融入到线路行程
中，其行程安排更为科学合理，而
家长们也能在参与旅游的过程中摆
脱“保姆”的尴尬角色，尽情享受

旅游带来的愉悦。
从大数据看，初次体验境外游
学的学生平均年龄在 12.1 岁，初次
体验国内游学产品平均年龄在 8.8
岁。相较而言，国内研学游的主要
群体为小学生和初中生，而境外游
学的受众以初中生、高中生为主。
此外，也出现了孩子出行意愿
较强，而父母不便陪同的现象，报
名游学产品的群体里，有多数家长
选择不参加。因此，部分旅行社创
新了研学游团队新模式，由亲子出
行转变为师生出行。一些社会培训
学校老师会带领学生群体到境外开
展研学之旅，选择各类人文、科普
等主题线路，以专业的学术眼光带
领学生们获取知识。像这样的师生
团队，学生年龄多在 12 岁至 18 岁
之间，通常会选择中长线旅游产
品，例如美国、加拿大、北欧四
国、澳大利亚等等，出游时间在 7
天 —12 天 。 例 如 “ 澳 大 利 亚 - 悉
尼-黄金海岸-墨尔本 10 日游”产
品，全程由专业外教带队游玩澳大
利亚各大景点，帮助孩子们了解当
地多元的文化和价值观，把每一个
景点都变成“移动课堂”。同时，
孩子们可进入当地名校插班学习，
亲身体验澳洲学生校内外生活；还
可走进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等世
界名校，感受国际化大学的学术氛
围。
有人说：“想要认识一座城市

的文化底蕴，就要从当地的名牌大
学开始。”据介绍，在中长线研学
游线路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景点是
世界著名学府，例如美国之行的哈
佛大学。“对于学生党而言，去高
校参观不仅不用购买门票，还可漫
步校园，感受浓厚的书香味。中小
学生可以通过参观高校，提前感受
大学生活。而准备高考的高中学子
则可将这些名牌大学作为自己的奋
斗目标。
旅行社人员介绍说：“游客在

选择境外游目的地时，安全因素仍
是最重要的考量，其次还有旅游服
务体验乃至情感因素。”因此，今
年的出境游产品中，赴美订单出现
明显下降。但旅行社表示，在已经
确定的赴美行程中，他们会确保游
客的出行安全，与美国的酒店、度
假村、旅行社等已做好对接，两地
带队人员也会全程陪同。如果市民
有意向选择赴美旅行，务必要提前
一个月向旅行社报名，以确保顺利
办好签证手续。

研学游的一个主要目的地是各国高等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