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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哈蒙德（ ）在未来

趋势与发展预测领域拥有近 年的研

究、写作和演讲经验。

他著有 本未来学著作，为世界各地

的大型企业以及欧洲、美国和亚洲的

政府部门和大学撰文、咨询和讲学，

并经常受邀担任各国和国际广播电视

节目的采访嘉宾。

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向雷哈蒙德授予一
枚由意大利众议院代表联合国颁发的奖章，以表彰其对未来学作出的贡献。
在致辞中，戈尔巴乔夫总统写道：

“我们非常欣喜地嘉奖雷哈蒙德持之以恒的研究工作以及对未来的惊人推测，

他的研究受到科学知识的启迪并出自对人类的关怀。“

作者按语

本报告代表我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它不代表安世联合的观点。在应邀开

展研究并撰写本报告时，我得到关于研究主题领域的指引，但我被允许独立

地就所有议题展开论述。文中的错误和疏漏由本人自行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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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年，国际旅行将变得更快捷、

更轻松且更具有生态可持续性。此外，

它将为旅行者带来更丰富的体验。

旅游业是世界热门产业之一。目前，

每年大约有 亿观光客 这个数字

以年均大约 的速度增长 而商务

旅行的增长更为迅速。

在全球的新增就业岗位中，大约有

与旅行和旅游有关。

到 年，航空客运量预计将翻一

番 火车旅行和邮轮旅客数量的预测

也同样乐观 旅游业有望保持长期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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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sponsibletravel.com/copy/what-is-overtourism
https://www.gbta.org/Blog/
https://www.newshub.co.nz/home/travel/2018/11/new-forecast-says-annual-airline-passenger-number-will-be-over-20-billion-by-2040.html
https://www.railjournal.com/passenger/metros/global-rail-traffic-forecast-for-continued-growth/
https://www.cruiseindustrynews.com/cruise-news/19070-cruise-industry-to-carry-40-million-passengers-by-2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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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十年中，大众的旅行方式不

断发生变化。旅游业已从仅为旅客提

供航班和食宿的服务行业转变为一个

提供体验的产业。现在，旅行的内涵

更加注重焕发身心活力、冒险、成就

感、学习新技能和“成为真正的自

己”，而不仅仅是去一个没去过的地

方晒太阳。

以及其他住宅共享和住宿预订

应用程序的兴起和普及，突显了旅行

文化的这一新趋势。当旅行者入住

提供的公寓时，他们有可能是

住在别人的家中，因而能够感受到与

旅行目的地文化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旅行的体验将变得丰富。旅行者也可

以选择住在树屋、船上、历史建筑、

修道院或解构式酒店中。

在短短的时间里，住宿应用程序将

每一种类型的住所变成了潜在的酒

店客房。

鉴于旅行文化的这一变化趋势，住

宿应用程序和旅游业管理者竞相为

旅行者提供从登山到城市观光在内

的各种“体验”；在 年前的日本

或芬兰，没有人预见到人们会花钱

在冰屋里过夜或观看相扑选手训练。

同样，邮轮运营商现在十分注重航

程的主题设计，以提供量身定制的

小众体验。

到 年，“旅行”一词可能会被

另一个词或短语替换或补充，以反

映作为未来众多度假和休闲行程鲜

明特征的主动体验元素，例如“体

验式旅行”。毫无疑问，目前高速

增长的极限运动（和极限自拍视频）

趋势将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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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内涵的变化

https://www.responsibletravel.com/holidays/responsible-tourism/travel-guide/the-future-of-travel-and-tourism
https://www.airbnb.co.uk/
https://inews.co.uk/inews-lifestyle/travel/deconstructed-hotels-rise-how-live-like-local/amp/
https://www.fastcompany.com/40522519/airbnb-doubles-down-on-its-experiences-feature-with-a-5m-investment
https://www.forbes.com/sites/petertaylor/2018/12/02/big-data-mining-previews-2019s-hottest-vacation-trends-and-the-future-of-online-travel/#12e39a7a4d26
https://www.forbes.com/sites/petertaylor/2018/12/02/big-data-mining-previews-2019s-hottest-vacation-trends-and-the-future-of-online-travel/#12e39a7a4d26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7430437.2018.144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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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最丰富详尽的虚拟现实体

验也无法让旅行者亲身品尝美食、领

略当地的风土人情，或者避开惯常的

路线，另辟蹊径。因此，我们完全有

理由相信，虚拟旅行实际上将会激发

人们对实地旅行的需求。

此外，到 年，个人软件助手的

智能化程度将足以帮助旅行者在线预

订行程，并且能够应对多目的地旅行

规划的复杂性。

与购买其他消费品不同的是，旅行往

往需要做大量调研，因为人们在选择

旅行方式、安排旅行保险并开始旅行

之前需要收集大量资讯。

如今的大多数旅行者在互联网上规划

行程。他们经常在线订票，并通过访

问比价网站查找酒店和住宿信息。他

们通过浏览推荐菜单并查看评价网站

上的客户反馈来选择要预订的餐厅。

只有在规划复杂的多目的地旅行时，

他们才会寻求专业旅行社的建议和帮

助。

这种自助旅行的趋势将延续下去，到

年，多感官虚拟现实技术将使人

们足不出户亦可“步入”虚拟酒店客

房、参加街头狂欢节、参观博物馆或

者走进一家别致的餐厅。 年的虚

拟现实（ ）技术无需使用者佩戴笨

重的耳机，而是在普通房间里投射沉

浸式的影像。

到 年，虚拟现实中的景象、声音、

气味和感觉将变得栩栩如生，让向往

旅行的人们能够更恰当地选择理想的

目的地，以及他们在旅程中期待领略

的体验。

一些旅游业评论人士认为，未来的超

现实虚拟现实体验可能会减少人类对

实地旅行的渴望；如果旅行者能够在

家中的客厅里体验站在中国长城上的

景象、气味和声音，又何必大费周章

地实地探访呢？

https://www.quora.com/Will-virtual-reality-increase-or-decrease-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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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手续办理体验 航空旅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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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年，人脸将成为旅行者的护照

和登机牌。面部识别系统现已在机场

投入实验性使用，预计在未来 年内，

能够可靠识别人脸的计算机系统将被

广泛地应用于机场、火车站、航运码

头等场合。旅行者只需进行面部识别

即可通过安全检查和护照检查。

其他形式的生物特征识别 例如虹

膜扫描和指纹识别 可能

被作为人脸识别系统的补充

和备份。出于法律原因，旅

行者仍须携带护照，但排队

等候的时间将大大缩短。

在候机楼或车站内，人

工智能（ ）“助理”将通

过旅行者的个人电子设备或

体域网进行自我介绍，指引旅行者前

往想去的停留点 休息室、商店、

饭店、酒吧等 告知旅行者的航班

车次 轮船状态、登机 等车 登船时间，

并为旅行者提供全程指导，直到旅行

者平安地在飞机 火车 轮船上就座。

而且，除非旅行者愿意亲自照管行李，

否则将不再需要亲自将行李搬运至机

场、码头或车站。目前，基于应用程

序的服务已经开始运营，以低廉的价

格上门收取行李并将其运送至目的地。

到 年，这些服务可能将无处不在。

您是否愿意乘坐无窗飞机，在机舱中

的全景屏幕上观赏机舱外面的天空景

色？这样的设计可以节省机身重量并

提高客机的效率。一家大型航空公司

正在积极考虑订购此类飞机。

您是否准备好乘坐只有一名飞行员、

甚至是没有飞行员的飞机？到 年，

飞机将能够实现安全的无人驾驶，不

过，旅行者是否愿意乘

坐由无人监控的软件控

制的飞机呢？

对于 世纪中叶的旅行

者来说，为了节省旅行

时间，也许会在休闲度

假或商务旅行时选择乘

坐新一代超音速喷气式

客机。到 年，搭载商务级乘客的

中型超音速客机将只需 小时即可飞

越大西洋或整个欧洲大陆。首架中型

超音速客机正在由一家名为

的初创飞机制造商进行开

发。日本航空和维珍航空已经投资

，并分别订购了 架超音速飞

机。目前， 表示共接到 架飞

机订单。

对于一些厌倦了漫长飞行时间的休闲

旅行者而言，乘坐超音速飞机旅行的

方案可能重新点燃他们对造访遥远目

的地的兴趣。这一趋势可能会打破短

途旅行和长途目的地之间的吸引力天

平。

到 年，人

脸将成为旅行

者的护照和登

机牌。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cbp-facial-recognition/index.html
https://www.news.com.au/travel/travel-updates/emirates-to-revolutionise-air-travel-with-windowless-planes/news-story/4530f37cabedb57726f0c5c9634fbfca
https://www.independent.co.uk/travel/news-and-advice/single-pilot-plane-boeing-autonomous-jet-technology-cockpit-a8506301.html
https://boomsupersonic.com/airliner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virgin-supersonic-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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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列车旅行

英国铁路公司 正在规划的从伦敦

到波尔多的全新直达火车是即将问世

的国际列车旅行线路之一。在这条连

接伦敦和著名的法国葡萄酒产区的铁

路上，列车将以 公里 小时（

英里 小时）的速度输送往返于两座

城市之间的乘客，全程不到 个小时。

这个例子表明，到 年，国际列

车旅行将为短途飞行提供一种有效而

舒适的替代方案。

国际列车旅行正在迅速增长。到

年，在世界许多地方，跨境火车旅行

将更加顺畅，且乘坐体验大为改观。

计算机网络和“物联网”（ ）将被

应用于国内和国际铁路网络的管理，

使列车能够更快捷、更紧凑地行驶，

列车准点管理将以秒计。在许多情况

下，边境管制和检查将实现全自动化。

计算机控制的铁路网络还将提高繁忙

车站的旅客吞吐量，并降低每英里旅

客能耗。

欧洲铁路交通管理系统是由计算机管

理的国际铁路网络的最好例证。它是

欧盟范围内的一整套铁路网络标准，

旨在确保各国铁路网络之间的列车互

通性。欧盟正朝着单一欧洲铁路区

（ ）目标迈进，而在东南亚，东

盟组织正在就邻国之间的跨境列车互

通性展开谈判。

火车已成为最环保的出行方式之一，

到 年，大多数火车将采用全电动

或柴油电动混合动力方式。有些火车

将由完全清洁的氢燃料电池提供动力。

随着计算机掌控铁路网络中的列车行

进，火车“司机”的角色将被列车管

理者和监管者取而代之。铁路网络将

会普遍提速，大多数高速列车的运行

速度将超过 公里 小时（ 英里

小时）。

https://www.networkrail.co.uk/railway-look-like-30-years-time/
abc4eu.com
http://www.ertms.net/
https://ec.europa.eu/transport/modes/rail/events/single-european-rail-area-convention_en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ub_2681_ch5.pdf
https://www.telegraph.co.uk/cars/news/hydrogen-fuel-cell-trains-run-british-railways-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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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环保、更富有探险性的豪华
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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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将不再仅限于一种更清洁的旅行方式，

它所提供的旅行产品类型也将发生显著变

化。邮轮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休闲行业，运

营商争相推出与众不同的乘船体验，以期

吸引年轻乘客。

旅客可以搭乘邮轮前往的目的地范围不断

扩大，其中亚洲将成为邮轮经济的沃土。

南极洲和阿拉斯加看起来也将大受欢迎，

尤其是对于更年轻的千禧一代邮轮乘客而

言。不过，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欧洲邮轮

经济的衰退。许多旅行专家预计邮轮公司

将为现有路线注入更多变化，为传统的欧

洲航线带来新的活力。此外，围绕非洲大

陆和马达加斯加等岛屿的巡游正在引发日

益浓厚的兴趣。

到 年，还将出现更多围绕特殊兴趣和

职业的主题邮轮，例如电脑游戏、烹饪、

修身养生、交谊舞和成人教育等。而且，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为邮轮乘客打造的品

牌体验。规定的用餐时间和自助餐场所将

会过时；品牌化将成为主流。 梦 工 厂 、

、 、乐高和星巴克等品

牌已经与邮轮公司展开合作，为乘客带来

独特的娱乐和享受。

年的邮轮乘客体验将包括无人驾驶飞

机海上观光、无人驾驶飞机海上“烟花表

演”以及客房内机器人大厨等。

年的邮轮将远比今天的巨型远洋

客轮更加环保。船舶运营商正在建造

由液化天然气（ ）提供动力的船

舶。液化天然气是一种几乎没有温室

气体排放的轻质化石燃料，由此将乘

船度假变成环游世界最绿色的方式之

一。

嘉年华邮轮公司（ ）的

号是第一艘由液化天然气

提供动力的邮轮，它于 年下水服

役，在未来十年中，一支由液化天然

气驱动的全新邮轮船队将投入使用。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emicallef/2018/09/01/the-cruise-industrys-boom-is-primed-to-continue/#32f9bbc12d89
https://www.cruisedeals.co.uk/cruise-hub/features/future-of-cruising
https://eandt.theiet.org/content/articles/2018/01/intel-demonstrates-coordinated-250-drone-lightshow-as-a-fireworks-alternative/
https://www.cruisemapper.com/ships/AIDAnova-1854
https://www.ship-technology.com/features/carnivals-lng-fleet-ushering-new-generation-cruise-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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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的娱乐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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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 年的旅行者选择乘坐飞机、

高速火车还是邮轮，乘客的娱乐体验

将发生很大变化。超高速网络连接意

味着虚拟现实体验将带来栩栩如生的

感受。

在飞机和跨境火车上，由于空间和隐

私的限制，经济舱乘客仍须使用头戴

式虚拟现实设备，但是高级虚拟现实

座舱中的乘客将能够享受到多感官的

虚拟现实经验，而无须借助头戴式设

备。

在前往里约热内卢途中，置

身虚拟现实座舱中的乘客早

在着陆之前就可以体验这座

城市举世闻名的狂欢节景象、

声音、气味、味道和氛围。

在空间不那么局限的地方

例如邮轮上，旅客将

能够在体验式活动中享受到

诸如高尔夫或射箭等虚拟运动的乐趣。

抵达体验

在 年的酒店大堂里，旅客抵达时

将受到软件助理的迎接。在豪华酒店

中，新近抵达的旅客将在友善的接待

人员帮助下完成入住手续。但在许多

商务和经济型酒店中，将由软件助手

提供全自动化的入住手续办理和客房

指南。

在 年的酒

店大堂里，宾

客抵达时将受

到软件助理的

迎接。

一些酒店甚至将借助行李搬运机器人

来搬运行李。（ 和类似的住宿

预定应用程序还将提供人工智能助理，

以引导旅客前往既定的地点并满足他

们在住宿期间的需求。）

旅客的面部图像、指纹、智能手表或

其他电子设备将作为客房钥匙，旅客

的行李则早已在客房中静候。

在客房内，所有的酒店宾客服务将通

过专门的软件助手进行管理。如果客

人需要清扫客房、熨烫

衣物、送餐或泡浴缸，

只需让软件助手代为执

行任务。软件助手将扮

演着有求必应的贴身管

家角色。 年的许多

酒店还将提供现场 服

装打印服务。

尽管 服装打印如今仍

处于起步阶段，但若干年之后，在旅

客抵达之前即可将量身尺寸（很有可

能是以虚拟人体模型的形式）发送至

下榻酒店，以便打印出厚重或大件的

衣物（例如雨衣或鞋子）以等待旅客

的到来。所有这些的花费只是目前人

工裁制衣物价格的一小部分，并且十

分合体。

现场 服装打印将显著减少 年

的旅行者需要运输的行李负荷，而且

打印服装的成本低廉，意味着旅行

者可以将衣物留下，在当地进行回收。

https://www.nbcnews.com/mach/science/soon-you-may-be-able-3d-print-clothing-your-own-ncna848646
https://www.bbc.co.uk/news/technology-258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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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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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街上，旅行者将能够借助增强现

实墨镜、眼镜、电子隐形眼镜或手持

电子设备立即识别周围的兴趣点

（ ）。 年的旅行者逛街体验

将得益于超高速无线网络的传输，并

且获得极其丰富的资讯。

增强现实（ ）是一种数字技术，它

通过特定的观看设备改变人们对现实

物理环境的感知。该技术与虚拟现实

技术有相似之处，但 并非替代真实

环境，而是通过叠加数字元素来增强

现实世界。

在一个街道场景中，随着旅行者打量

一家餐厅，它的名称和介绍将被叠加

在墨镜或其他设备上。如果旅行者需

要的话，它还可以展开显示样本菜单

和价格。

旅行者和其他 用户获得的资讯来自

互联网、局域物联网（ ）、全球

定位系统（ ）以及本地蜂窝网络

服务。

在观光景点， 将提供纪念碑的历史

讲解；在博物馆、教堂和其他文化场

所， 系统能够识别和讲解不同的物

体、艺术品以及其他展品。

年的旅行者还将能够即时理解周

围的语言。

今天的许多旅行者只会说自己的母语，

对于造访那些缺乏共同语言、造成沟

通困难的目的地，往往会感到紧张。

到 年，这一障碍将不复存在，低

成本无线耳塞将提供世界上所有主要

语言之间的即时翻译。

实时的当地语言表达能力将大大提升

旅行和游客体验，可能会进一步人们

对推动旅行的需求。

https://www.realitytechnologies.com/augmented-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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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机是此类实时语

言翻译技术的早期实例。这款耳机与

智能手机和 翻

译应用程序配合使用时，能够翻译

种语言，并且可以让客户用这些外国

语言进行表达。早期报告显示，这款

设备对于简单的事务性翻译极为有效。

不过，即便 和 的

功能十分可靠，目前也只有少数乐于

尝鲜者和技术爱好者可能会基于能够

表达理解简单外语句子的新技术来制

定旅行计划。

然而，到 年，这类系统将成为大

多数人日常穿戴的数字“体域网”的

通用部件，人们将对这样一个无线网

络提供的多种服务习以为常。

作为该网络的一部分，入耳式环境声

耳塞将会即时翻译世界上的所有主要

语言（并且以同一种语言代用户作出

应答）。翻译质量将大为改进，让

年的旅行者感觉自己几乎同讲当

地语言的人们一样交流无碍。借助流

利的翻译，游客将能够了解市井风情，

观看当地的电视节目和媒体报道，并

结识不会讲外语的当地人，从而以更

亲近的方式感知当地的人和文化。

对于许多潜在的旅行者而言，语言翻

译服务将消除他们对于到偏远地点旅

行的担心，因此，可能会涌现许多新

的旅行目的地。

借助即时翻译技术，旅行
者将感觉自己几乎同讲当
地语言的人们一样交流无
碍。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gadgets-and-tech/news/google-translate-pixel-buds-price-release-date-headphones-foreign-languages-a7984551.html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87705091630299X
https://www.wired.com/story/translation-tech-makes-travel-easier/


未来的旅行体验

目的地的短途旅行

对于本地旅行而言， 年的交通方

式将包括自动驾驶出租车和无人驾驶

飞机，尽管人工驾驶的出租车服务很

可能仍然存在。

尽管今天的旅行者可能会对无人驾驶

汽车和无人驾驶飞机感到担心，但它

们对于 年的旅行者来说早已是家

常便饭。

如今，已有六架兼具有人驾驶和自动

驾驶的空中出租车原型在世界各地投

入试飞，迪拜甚至计划在 年面向

公众推出无人驾驶的空中出租车服务。

其他城市也纷纷推进用于城市交通的

无人驾驶电动飞机测试计划 旨在

减少地面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这其

中包括美国、中国、新西兰、法国和

德国的城市。

乘坐无人驾驶出租车或空中出租车的

旅行者只需将自己的目的地告诉人工

智能软件助手，即可靠在座椅上安心

地享受旅程。在较长的旅程中，将提

供用于娱乐的虚拟现实系统，尽管有

的旅行者可能更愿意工作或睡觉。

对于城际旅行，带有倾转旋翼的自动

驾驶电动无人机正处于开发阶段

以实现更快的前飞速度。

这些交通方式将提供长途旅行所需的

更快速度，到 年，它们将能够覆

盖超过 公里（ 英里）的距离。

无人驾驶的倾转旋翼客机将具有先进

的垂直起降（ ）功能，使它们能

够从标准的城市无人机空港起降。

无人机技术对社会和经济的积极影响

难以估量。对于商务旅客而言，无人

驾驶的城际无人机将使其有可能安排

在一天之内出席在纽约、费城、巴尔

的摩和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会议；或者

用一个上午的时间穿梭于巴黎、布鲁

塞尔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当城市交通

变成一种享受而非交通拥堵的噩梦时，

观光旅行者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外出旅

行。

毋庸置疑，未来的城市（以及城际）

低空旅行领域将是无人驾驶电动飞机

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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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ngadget.com/2017/09/26/dubai-volocopter-passenger-drone-test/
https://www.nextbigfuture.com/2018/04/us-will-accelerate-drone-taxi-approvals-but-trails-dubai-china-and-new-zealand.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mar/04/air-taxis-we-have-lift-off-airbus-vahana-ehang-volocopter-uber-elevate-lilium
https://newatlas.com/converticopter-uav-vtol-aerospace/51128/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future-of-mobility/passenger-drones-flying-cars.html
https://www.economist.com/gulliver/2016/11/05/uber-plans-for-the-arrival-of-flying-c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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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旅行与环境保护

与此同时，欧洲第二大航空公司易捷

航空（ ）正在与总部位于洛杉

矶的 公司合作，计划

于 年之前开发出一款全新的商用

全电动喷气式飞机。

新飞机将搭载约 名乘客，最初将

作为“超短途”飞机，航程为 公

里（ 英里）。但是易捷航空表示，

该航程距离对于目前五分之一的航线

网络已经足够，包括贝尔法斯特 伦

敦 阿姆斯特丹、布里斯托尔 爱丁堡

和巴黎 日内瓦航线。

预期中的空中旅行增长并非有喜无忧，

其中的首要问题是气候变化。航空业

约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一个人往

返于伦敦和纽约之间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大致上相当于欧盟的人均全年

住宅供暖。

可以肯定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

年的客机在燃油消耗方面将比今

天的喷气式飞机更加经济，且大量飞

机将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 来自生

物质的航空燃料。

但是，最终实现无污染航空运输的将

是电动飞机。到 年，短途电动飞

机将投入使用，但是由于商用飞机的

平均使用寿命在 至 年之间，因此

许多使用常规燃料的飞机可能仍在服

役 尤其是在长途航线上。

发动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

）已与空中客车公司（ ）

和西门子（ ）的 电动

飞机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开

发一款混合动力客机 部分以煤油

作为燃料，部分由电力驱动。一架英

国宇航公司（ ）的

型通勤飞机经过改装，可携带两

吨电池和世界上最强大的飞行发电机。

其四台发动机中的一台正在转换为电

力驱动。

飞行试验台将用于评估是否能够在飞

行中高效安全地发电，且电动喷气发

动机是否能够像燃烧煤油的发动机那

样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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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dependent.co.uk/travel/news-and-advice/electric-planes-easyjet-wright-electric-battery-powered-a7646701.html
https://www.worldatlas.com/articles/what-is-the-environmental-impact-of-aviation.html
https://techcrunch.com/2018/07/08/the-electric-aircraft-is-taking-off/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environment/urban-expeditions/transportation/green-aviation1/
https://www.iata.org/whatwedo/environment/Pages/sustainable-alternative-jet-fuels.aspx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at-commercial-aircraft-will-look-like-in-2050-33850
https://www.independent.co.uk/travel/news-and-advice/electric-planes-aircraft-rolls-royce-airbus-siemens-easyjet-2027-hybrid-a80798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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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旅行第一部分：月球之旅

到 年，对于某些富有而勇敢的旅

行者来说，我们目前的世界可能还不

够广阔，因为它可能无法提供足够多

的目的地选择。这类条件优越的旅行

者可能会探寻从太空中瞭望地球的体

验。

到 世纪中叶，前往太空的旅行将屡

见不鲜，其成本很可能

降至现今票价的一小部分。

维珍银河（ ）

目前的太空航班票价为 万

美元。

但是一些旅行者却渴望前往

太空探险。到 年，游客

可能会定期穿梭于月球和地

球之间。这些太空旅行不太可能降落

在月球表面，但会在返回地球之前绕

月飞行。

首位私人环月旅行者计划于 年启

程，他将搭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 ）的“大猎鹰”火箭

（ ）。 是由企业家埃隆马

斯克（ ）于 年创立的

一家私人航空航天和航天火箭开发公

司。该公司现在定期将卫星和有效载

荷送入近地轨道。

首位获准进入月球轨道的游客将是现

年 岁的日本亿万富翁、艺术收藏家、

在线时装零售商 的创始人前泽佑

作（ ）。他已经宣

布，将邀请几位朋友与他一起乘坐大

猎鹰火箭绕月飞行。前泽先生的月球

之旅票价估计为 亿美元。

在前往月球的途中，太空游客可能会经

过许多向地球投射影像的轨道广告牌

如果俄罗斯公司 成功实施

其太空广告计划的话。轨道广告可能成

为一种极具争议性的新媒体形式。

到 年，可能会有多家私营太空公司

推出绕月太空旅行业务。不过，尽

管绕月旅行的票价将会

下降，但月球之旅仍将

是一种极为特别和昂贵

的度假方式。

异域旅行第二部分：火

星上的春天

到 年，若想在谈论最

新的度假体验时拥有终极的炫耀资本，

超级富豪级旅行者可能会考虑前往火星

旅行。

这颗红色行星与地球的平均距离为

亿公里（ 亿英里），单程旅行将耗

时 到 个月，具体时间取决于当时地球

和火星的相对位置。在前往火星的途中，

乘客需要应对长时间呆在封闭空间内带

来的心理应激，以及太空病、肌肉萎缩

和眼部畸变（由零重力引起的扭曲）。

其他问题包括长期暴露于空间辐射将会

损害人类 ，以及对人体健康产生的

短期和长期影响。

由于低重力和大气稀薄（缺少飞船减速

的有效媒介），在火星上着陆是一个棘

手的难题。但是，着陆之后还存在着其

他问题：火星上没有氧气，且不存在液

态水。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庇护所。所有

首位私人环月

旅行者计划于

年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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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traveler.com/story/spacex-announces-first-tourist-to-fly-to-the-moon
https://www.spacex.com/
https://zozo.com/
https://www.theverge.com/2018/9/17/17869990/elon-musk-spacex-lunar-mission-ticket-moon-passenger-bfr-falcon-yusaku-maezawa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space/rockets/a13025/just-one-150-million-seat-remains-on-space-adventures-lunar-flyby/
https://astronomy.com/news/2019/01/billboards-in-space
fortune.com/2018/05/29/private-space-flight-companies/
https://earthsky.org/space/human-health-dangers-mars-travel
https://theconversation.com/mars-mission-how-increasing-levels-of-space-radiation-may-halt-human-visitors-9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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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给必须从地球运送。然后还有一个

问题就是，人们将如何返回地球。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表示，

它计划在 年之前将宇航员送上

火星，但头条新闻人物埃隆 马斯克

已经表示， 将在 年之前

将乘客降落在火星上。

埃隆 马斯克构想出一种装有 个

“猛禽”发动机的巨型助推火箭，从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空军基地发射升空，将

一艘载有约 人的飞船送往火星。

该宇宙飞船将在前往红色星球之前在

近地轨道上加油。

按照计划， 将在火星上建设

环保工厂，以生产返回地球所需的燃

料。财力雄厚、时间富余的生态旅行

者可以从此开始往返于火星的定期旅

行。

埃隆 马斯克也曾表示，他希望死在

火星上（“但不是由于着陆撞击”）。

如果您没有因此而动摇畏缩，那么火

星之旅或许是您在 年度过漫长

假期的理想方式。

https://www.space.com/34210-elon-musk-unveils-spacex-mars-colony-ship.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8/nov/25/elon-musk-move-mars-chance-of-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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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和负责任的休闲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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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减少住宿接待能力、向游客收取门

票、设置提前预订的数量上限、减少

航班补贴、限制邮轮访问和宣传知名

度较低的目的地等措施来控制游客数

量。

到 年，将有 亿人 约占全球

人口的一半 利用闲暇时光外出旅

行。因此，旅行者若打算前往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可能必须提

前预订，并且购买特定日期、特定地

点、特定时间的门票。

到 年，全球旅游业预计将迎来巨

大的增长，这一点无疑十分可喜。但

至关重要的是，旅游业应当提供可持

续的、对环境负责的游客体验。

除了气候变化问题之外，休闲旅游业

的快速发展还带来自身的问题。最近

出现的“过度旅行”一词，被用以描

述游客蜂拥造访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

行目的地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几十年来，大多数旅行目的地都试图

吸引尽可能多的游客，而没有考虑到

一旦超越极限，当地人民生活和游客

体验将会变糟。但是现在旅行管理者

的思想开始发生了转变。

威尼斯的游客已经人满为患，以至于

该市在主要入口处竖起了行人专用门，

并向游客收取入城的费用。

当人群过于稠密时，警察会关闭大门，

限制游客进入城区。在阿姆斯特丹，

居民厌倦了混合着酒精和大麻、留下

满地垃圾和呕吐物的单身派对。在瓦

伦西亚、马略卡岛和巴塞罗那，反旅

行抗议者最近袭击了旅行巴士。

菲律宾政府已禁止游客在半年内前往

旅行胜地长滩岛，原因是游客太多而

下水道太少，使之成为“污水池”。

泰国政府最近限制游客在斯米兰岛上

过夜；而要探寻秘鲁的印加古道，游

客需要取得许可证，每天限量发放

张许可证。欧洲各地的城市也在

着手研究针对过度拥挤、住房共享网

站和反社会行为的治理措施。

作为对过度旅行的一种回应，世界上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可能会区分和吸引

“适合的游客类型”，并在必要时通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tourist-hotspots-being-destroyed-by-their-success-t6zfvzv5s?shareToken=839e80c1304a42b215a5dedfcb37ea5e
https://www.economist.com/international/2018/10/25/the-backlash-against-overtourism
https://www.express.co.uk/news/world/1035372/amsterdam-stag-do-hen-do-ban-frits-huffnagel-brits-abroad-uk-tourists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spain-attacks-anti-tourism-british-tourists-visit-barcelona-majorca-valencia-san-sebastian-a7886371.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travel/news-and-advice/borocay-philippines-island-closure-tourists-six-months-rehabilitation-duterte-a82888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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