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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旅游业：

许多在东南亚投资或工作的华人都能切

身感受到，这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国家，正在

艰难寻找安全和生计之间的微妙平衡。

2021 年 10 月 3 日，曼谷，

雨季渐远，一年中最舒适的季

节即将来临。章晓巍驱车前往

尚泰世界购物中心吃晚饭。大

学毕业后，浙江人章晓巍来到

泰国，参与家族的外贸生意，如

今已是第 17 年。

车行进到拉察当黎路和披

集路交界口，久违的“曼谷式堵

车”又回来了。透过右侧车窗，

章晓巍能看到马路对面的四面

佛。四面佛的四面，分别代表健

康、事业、爱情和财运。疫情的

长久围困让一切变得飘渺，也

让渴求更加浓烈。

受泰国第三波疫情影响，

四面佛一度关闭。如今，金色的

佛像在黄昏中熠熠生辉，再度

被蜡烛、佛香、黄色花串和虔诚

的信众环绕。

泰国第三波疫情从 3 月开

始，直到 8 月底才度过“高峰

期”。在恢复跨府通行一个月

后，10 月的泰国迎来“全面开

门”的最后倒计时。

他上一次逛商场还是半年

前。近期，泰国单日新冠康复病

例持续超过新增确诊病例，疫

情趋缓。不过，考虑到单日新增

确诊数量仍然近万，商场的喧

嚣还是让章晓巍“吓了一跳”。

火锅和寿司店门口的等位区人

头攒动。章晓巍觉得，喧嚣背后

有解禁后的释放，有对疫情反

复的麻木，也有对开放国门后

经济走势的期待。

泰国一直在等待开放国门

的机会。旅游业是泰国经济增

长的关键驱动因素，通常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 11%到 12%。美

国 ESTA2021 年初公布的调查

报告显示，疫情暴发以来，泰国

旅游收入损失高达 375 亿美

元，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西班

牙和法国。

早在 2020 年年中，泰国政

府就曾提出“10 月 1 日起开放

国门刺激经济，助推 2020 年第

四季度旅游经济复苏”的目标。

可随后，全球第二轮疫情暴发，

该计划被迫搁置。积极尝试开

放的国家和地区不只有泰国，

香港与新加坡也曾于 2020 年

尝试推行双边“航空旅游气泡”

协定，同样因疫情变化未能如

愿。

对泰国来说，真正意义上

的转机发生在 2021 年 7 月。泰

国政府正式实施“沙盒计划”。

“沙盒”是计算机领域的专

业术语。作为一种安全机制，

“沙盒”为运行中的程序提供隔

离环境。实施“沙盒计划”的意

义在于为泰国全境的陆续开放

提供一个隔离实验场。

泰国第一大岛普吉岛是

“沙盒计划”的首个试点。7月 1

日起，来自新冠肺炎中低感染

风险国家或地区的游客，只要

完整注射两针新冠疫苗，就可

以免隔离进入普吉。在普吉住

满 14 晚，便可前往泰国其他地

区。为保证计划顺利实施，在泰

国全国接种率只有 5%左右的

情况下，普吉岛已有约 70%的

人口接种了疫苗。

随后，包括首都曼谷、清迈

等在内的数十个地区相继推行

该计划。“沙盒计划”实施四个

月后，泰国于 11 月 1 日起正式

接受来自 63 个国家和地区完

整接种新冠疫苗的旅客免隔离

入境。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

放松国际旅行限制方面，亚洲

各国政府通常更为谨慎。这与

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占大多数有

关。发展中国家普遍疫苗接种

率偏低、公共卫生体系危机应

对能力较弱、安全旅行数字解

决方案欠缺。

然而，进入 11 月，随着全球

疫苗接种率提升，包括泰国、印

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

韩国在内的多个亚洲国家纷纷

宣布放宽入境限制。亚洲边境

管制逐渐松绑，表明越来越多

国家开始迈出恢复经济社会活

动道路上“微小而重要的一

步”。

当疫情防控常态化，每个初

开国门的国家都面临相似的压

力测试。挑战包括：如何找到遏

制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的微妙

平衡？如何在有序开放的过程中

兼顾速度与安全？如何将预期的

疫情震荡控制在医疗系统的承

受范围内，并在短期内消化？

主动张开怀抱并不意味着

“免疫鸿沟”已被填平。这些率

先开放国门的亚洲国家和国民

是否做好了准备？

2021 年 11 月 1 日的《曼谷

邮报》这样写道：“周一（1 日），

泰国怀着复杂的心情向来自 63

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敞开大

门：一方面是对更光明的经济

前景的期望，另一方面又是对

新冠疫情恶化的忧虑。”

10 月，泰国川登喜皇家大

学一项面向 1392 名受访者的

民意调查显示，约六成受访者

反对在 11 月初实施全面开放

政策。反对者虽然盼望国家重

新开放，但是不认为目前的泰

国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

牛津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7 日，泰国约 42%的人口完

成了两剂接种。其他同样致力于

在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吸引国际游

客的东南亚国家，比如柬埔寨、马

来西亚和新加坡，同期完成两剂

疫苗接种的人口比例均超过

70%。目前泰国各府疫苗接种进

程参差不齐，尚不足以建立免疫

屏障。

虽然新增病例在以稳定的速

度下降，但截至 11月 14日这周，

泰国日均新增确诊数量仍在 7000

左右，日均死亡人数在 53以上。

生活在曼谷的 Krit 渴望开

放国门，但他不认为泰国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问题出在‘开’的方

式和措施。在泰国，大家的防疫意

识和知识还很欠缺，比如很多店

主认为每天消杀一次就足够了。

政府的防疫指导也不到位。”

疑问与担忧随之滋生。Krit 一

口气罗列了一长串，“大家讨论最

多的话题是，之前打的疫苗到明年

是否还有保护效力。如果要接种加

强针，政府采购能保证多大范围的

民众覆盖，要花多长时间？明年的

疫苗接种是否还会免费？会不会出

现新的变异毒株？如果新一轮疫情

暴发，泰国的医疗系统会不会崩

溃？如果不幸感染新冠，政府还会

继续承担医疗费用么？……”

人们还记得七八月疫情高峰

期不堪重负的医疗系统。据《曼谷

邮报》7月初的报道，泰国第三波疫

情暴发三个月就造成了两千余人

死亡。在首都曼谷，每天都有四五

十名重症患者在等待病床，有人因

无法入院而病死在家中。为支援社

区抗疫，一些僧侣不得不在寺庙门

口为等待入院的轻症病患设置隔

离区，并向无力支付检测费用的民

众提供免费的快筛试剂。

可即便如此，Krit 不认为这

些担忧会阻碍泰国开放的步伐。

富人群体疫苗接种率更高、

掌握更多医疗卫生资源，大多是

坚定的开放国门的支持者，也会

是经济提振最先、最大的受益者。

而对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天平的

两端其实都是生存，活着的人才

有选择的权利。

作为“局外人”，路客是这一

变化的见证者。

从 2020 年 10 月到 2021 年

11 月初，北京人路客在泰国度过

了最长的一次工作旅行。作为《国

家地理》杂志的签约摄影师，他在

疫情期间走了泰国中部和南部的

二十多个府，包括曼谷、普吉、甲

米、清迈等等。

在曼谷的美工铁道市场，他

遇到了一位曾经做海岛游乐项目

的泰国大叔，如今大叔是一家路

边烧烤摊的店主。

过去六年，路客曾前往泰国

十余次。这一次最为特殊，旅游经

济的凋敝、城市活力的消逝让他

时常“不知道说什么好”。疫情让

这个旅游国家过载的生态迎来了

难得的喘息，却无人欣赏它的美。

疫情留下的创伤散布在生锈的公

园秋千、空荡的夜市摊位、高高摞

起的海滩躺椅和沙滩酒吧门口孤

独闪烁的霓虹中。

疫情在不断挑战各国的经济

社会极限。2020 年以来，泰国多

次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集会活

动，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新冠

疫情导致泰国经济增速放缓，社

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也让很

多年轻人感到失望。

“虽然有观点认为在疫情尚

未控制的背景下开放国门是‘要

钱不要命’，但对很多泰国老百姓

来说，再不开放，不被病死，也会

被饿死。”路客说。

开放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

结，反而是一系列新问题的开始。

持续近两年的疫情正在加剧

各种不平等现象。这种不平等存

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之间。

一些发达经济体正在迅速恢

复并蓬勃发展，而许多发展中国

家仍在疫情的泥沼中挣扎，经济

恢复步履蹒跚，其中很多国家高

度依赖国际旅游业。

正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

学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所说，当越来越多的

国家重启边境、恢复人员和经济

文化往来，尚未开放的国家可能

面临“免疫鸿沟”和“开放落差”的

双重挑战。

2021 年 10 月 21 日，泰国总

理巴育在宣布最新的免隔离入境

政策后，在其脸书上写道，“我们

必须加快（开放）步伐，如果等到

一切完美（再行动），就太晚了”，

“游客可能会流向其他国家。”

在东南亚，泰国是最早探索

分阶段开放国际旅游的国家之

一。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初，

“沙盒计划”已吸引超过 38000 名

游客前往普吉岛，并带来了 6667

万美元的收入。

东南亚的旅游旺季通常从 11

月持续到次年 2月。随着全球范

围内入境限制的放松，被压抑的

旅游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对游客

的争夺既发生在一岛之中，也在

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上演。

当全球旅游市场格局面临重

构，各国的疫情防控能力、公共卫

生体系和以此为基础设定的出入

境政策，决定着谁将成为这一阶

段鏖战的赢家，并可能产生长期

影响。

泰国的普吉岛和印度尼西亚的

巴厘岛一直在东南亚最受游客喜爱

的海岛之列。但相比泰国，巴厘岛在

旅游复苏上的进度明显落后。

不幸的是，印尼向 19个国家

的游客开放的消息并没有得到市

场的迅速回应。开放政策实施后的

前两周，巴厘岛登巴萨国际机场迎

来的国际直飞航班数量为零。

许多当地酒店的经营者表

示，游客不愿回归的主要原因在

于繁琐的入境规则和长达五天的

自费隔离政策。这与泰国等国推

出的“免隔离入境”政策对比鲜

明。

疫情及其带来的连锁反应一

度让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与互通退

潮，“封闭式经济”言论甚嚣尘上。

而全球多国边境重启的过程，却

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恢复国际

交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种交

流无法仅靠集装箱和互联网实

现。

然而，要恢复跨国旅游，很难

靠个别国家的政策单向推动，没

有人梦想的旅行会以一场跨国隔

离开启，又以漫长的隔离结束。

2021 年 11 月 8 日，菲律宾移

民局宣布，已做好准备向国际游

客重新开放入境口岸。

恢复边境开放将是一场机遇

与风险并存的大考。

（选载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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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失去了游客的普吉古镇

年 月 日，曼谷市区一处热闹的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