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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同样的钱有更多的享受

超值出境游，
有多少锦囊妙计
暑期出境游，去哪都贵！但在一些旅游达人眼中，如
果能简单地改变些出行细节，就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
超值体验。

行程篇

路线走得巧，可以免签多玩一国
出境游总是美妙的，去往一个陌生的国度，感受别样的人文特色，欣赏异域风光。但是，
大部分人很难说走就走，浪漫的情怀终究还跟家庭、工作或钱包有关。为此，我们需要在一次
难得的出境游前，提前计划这一趟行程，除了订机票、酒店外，也可以简单地改变些出行细
节，花同样的钱有更多的享受！

市民杨女士是宁波一家
涉外服务公司的职员，工作
之余，她最大的爱好就是旅
游，每年都会制定几个出境
游计划。前段时间，她和先
生一起去了印尼的巴厘岛、
马来西亚的沙巴，令记者惊
讶的是，这一趟行程是在事
先订好上海往返沙巴机票的
情况下，又多玩了印尼的巴
厘岛，而能够在一次出行中
不改变机票行程，又多玩了
一国，就是巧用了马来西亚
的过境签。
从沙巴飞巴厘岛，没有
问题，因为巴厘岛对中国公
民实行免签政策，可从巴厘
岛回沙巴就不行了，因为沙
巴的签证已经在上海飞沙巴
的时候使用了。解决这个问
题，有一个方案就是办理马
来西亚一年多次往返签证，
可这样会导致签证成本提
高。
不过，有过多次出境游
经历的杨女士立即想到了
“过境签”这个锦囊妙计。为
此，她向马来西亚驻上海领
事馆进行了确认，中国游客
过境沙巴亚庇，也能享受马
来西亚吉隆坡一样的过境签
政策，只要持有本人签名的 6

个月以上的有效护照原件、
120 小时内离开马来西亚前往
第三国的机票或者行程单即
可。
也就是说，从巴厘岛返
回沙巴亚庇可以使用过境
签，只要停留时间不超过 5 天
就可以了。
不过，领馆提醒道，旅
客只能乘坐亚航或马航中转
联程的航班。
“我们从沙巴亚庇往返巴
厘岛都选择了亚航，在巴厘
岛玩了 4 天。令我们感到意外
的是，从巴厘岛返回沙巴亚
庇，亚庇的机场海关工作人
员一开始不让我们入境，说
我们的签证已经使用，在我
们的解释下，海关工作人员
从内部网查到了马来西亚有
对中国游客过境签的政策。”
杨女士说，他们很荣幸成为
了亚庇机场首个使用过境签
的中国游客，马来西亚海关
官员还向他们表示感谢，把
相关过境签资料打印出来，
贴在了墙上。今后，中国游
客在沙巴亚庇机场使用过境
签就不会被海关“刁难”了。
巧用过境签证，可以多
玩一个国家。为此，旅游
达人杨女士还特地分享了

几个热门旅游国家
（地 区） 过 境 签 的
政策。
中国旅客途经美
国转机前往其他国
家，无论是否离开机
场国际中转区入境，都必须
凭目的地有效签证 （目的地
国家开放免签或者落地签的
除外）、机票行程单等材料提
前申请过境签证 （C 类），并
按照签证申请流程填写表
格，缴纳 160 美元申请费并
预约面谈。
中国旅客持护照从任何
国家/地区经中国香港或中国
澳 门 过 境 前 往 其 他 国 家/地
区，可在中国香港或中国澳
门停留 7 天，无须事先取得港
澳签注。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过境的
中国游客，如果持有澳大利
亚、加拿大、日本、新西兰、
英国、美国、德国或瑞士 8 个
国家中任何一国的有效签证
（最少一个月的有效期） 或长
期通行证，以及 96 小时内离
境的机票到新加坡过境，便有
机会享受在新加坡落地过境
96 小时特许免签证待遇，具
体情况要以海关官员的批复为
准。

适当转机让机票钱花得值
改变些出行细节，掌握些
出行攻略，沿途的风景或许会
更多、更美。
如果出行的时间足够充
裕，不妨可以考虑将转机、转
车的地点作为自己的新增短
途游览地。如此合理利用适当
转机，不仅可有效节省交通成
本，还能增加旅游观光机会，
何乐而不为呢？
杨女士还给记者分享了
她两次回家过年绕道出境的
旅行经历。
杨女士是重庆人，每年过
年回家，宁波飞重庆的机票都
是全价票。机票、燃油税、基建
费加起来 1600 多元，为了让
这 1600 多元花得值，2014 年，

她选择从泰国绕道；2015 年，
她选择从日本绕道，两次绕道
在机票上都只增加了 500 多
元，但是，她又趁机出国旅游
了一次。
回一趟老家还要绕道国
外，这事有点新鲜，是不是存
心折腾自己？杨女士表示，是
不是折腾不好说，要看大家怎
么看这个问题。对许多异乡客
来说，买一张回家过年的票，
本来就是一件挺折腾人的事，
火车票难买，飞机票又贵，每
年过年回家都是一票难求。如
果绕道走机票只贵了几百元，
那这趟绕道就很值得。许多年
轻人一年的假期不多，坐飞机
绕道国外回家过年，不仅出国

旅游了，还回家过年了，一举
两得。
当然，这种适当转机，顺
带旅游，应该仅适合那些在宁
波工作的云南、贵州、重庆、四
川等西南地区的人，毕竟，每
年过年前，华东地区飞往这些
省份的机票是最贵的，绕道回
家过年，还能先去普吉、甲米、
苏美晒晒太阳度个假，或者去
日本富士山脚下泡个温泉，到
东京、大阪购个物，买点东西
回家过年，
确实不错。
今年回家过年，或许，你
也可以这样改变些出行细节，
以适中的成本享受一次舒适
难忘的旅行。
记者 张寅

漫画 严勇杰

巧用过境签可以多玩一国

入住篇

入乡随俗 体验不同
一个人背包畅游云贵
高原可以入住青年旅舍；
和爱人一起在江南水乡寻
一间有情调的客栈；三两
家朋友、邻居择一海岛戏
水、晒日光浴甚至可以在
海边包上一栋别墅……海
量的旅行信息让旅友们的
行程愈发精彩。实际上，
借助越来越多的旅友服务
平台，你的出境游也能与
众不同。
年初的台湾游让本身
并不热衷于旅行的市民丁
先生记忆犹新。
丁先生的爱人小马从
事绘画培训工作，年初与
两个同事约定，组织一次
台湾自由行。考虑到一行 9
人中有三个孩子，小马在
入住上做足了功课。除了
花大价钱在垦丁住loft式的
海景房；在阿里山选择生
态民宿；在台中，小马通
过 Airbnb （爱 彼 迎） 网
站 ， 锁 定 了 一 家 叫
North District 的参与式
艺术展览栈，也叫室内帐
篷旅舍。
“这个被称作参与式
的艺术展览栈名副其实，
既没有前台，也没有服务
员，大门外装的是密码电
子锁。我们预订好后，房
东就把大门密码告诉了我
们，我们便自行入住了，
这对于向来出门只认酒店
的我来说着实觉得新
鲜。”丁先生说，“旅舍里
就是一个大平层，搭了好
多童趣十足的帐篷，房东
显然是做过精心的装饰和
布 置 的 ， 有 7 个 卫 生 间、

淋浴房，活动区域可以涂
鸦、有吊床，孩子们把那
里当成了迷宫和游乐场，
玩得不亦乐乎，而大人们
则放起音乐，开起派对
……”
丁先生告诉记者：
“在
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旅
行就是放松、解压，白天
看最优美的风景，晚上住
舒适的酒店，并且把近乎
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了睡
觉、休息上，而老婆和她
的朋友们的安排让我对旅
行有了新的认识，旅行其
实可以有许多异彩纷呈的
体验，而有一些体验，可
以以更实惠的价格获得，
比如我们的帐篷夜，人均
只要 147 元，算起来，平
均开支远低于先前我在各
种酒店的开销。
”
实际上，不止中国台
湾，如今，在日本东京，
游 客 只 要 花 费 1200 多
元，就能租用一晚可供 10
人入住的、带游泳池、按
摩浴缸、独立入口的公寓
房；在法国巴黎，也不乏
价格在 300 元至 500 元一
晚、厨卫齐全、可以自行
制作西餐的短租公寓；在
泰国曼谷，报价 200 元左
右的客房，或随带超大户
外泳池，或极具当地民俗
风情。在澳洲、新西兰、
欧洲部分国家，背包族甚
至可以直接入住当地居民
家中 （homestay），做个
“沙发客”，在与当地人的
交流和共处中，体会旅行
的 独 特 含 义 。
记者 崔凌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