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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设计师：她的工作就是教你好好玩

放弃银行工作，
只为一份“能玩的事业”

韩丽杰，1986 年 6 月 24 日出生于

甘肃兰州，从小在甘肃省建工局大院

长大。高考时，她考入了兰州大学旅

游文化与旅游英语专业。之所以选择

这个专业，跟韩丽杰爱玩有关。小时

候，她就喜欢出门玩，每逢周末，她

都缠着父母带她出去，每次旅行在路

上，都是她最开心的时刻，“因为你永

远不知道前方等待你的是什么风景”，

这种未知感对她始终充满诱惑。

读大学时，她有计划地考取了英

文导游证，就是为以后出国游做准备。

2008 年，大学毕业前，韩丽杰去

了上海一家公司实习。工资不高，还要

和别人平分租房费用，如何用最少的

钱，看最美的风景，成为韩丽杰经常

琢磨的事。一次周末，韩丽杰在网上

做好攻略，背上背包，独自一人坐上前

往杭州的列车。从西湖到灵隐寺，从

宋城到西溪湿地国家公园，韩丽杰靠

着网上找来的攻略，一路坐着公交车

到达各个景区。

一天的行程结束后，韩丽杰来到

提前预定好的青年旅社，虽然和 5 个

人同住在一间房间，可房价便宜，能

省去不少钱。等到了旅社后，让韩丽

杰欣喜的是，她的室友竟然是几个来

自美国的青年背包客。晚上，大家在

大堂里聊天，听着背包客们说她们走

过了几十个国家，韩丽杰突然感觉自己

的世界是多么小，暗暗下决心未来要

和她们一样，玩遍世界。

第二天，韩丽杰早早地起床，她

的第二站是去乌镇。从杭州汽车客运

中心坐大巴直接坐到乌镇汽车站，下

了车后，又转入公交车，到乌镇东栅

景区。进入景区，韩丽杰仿佛进入另

一个世界，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水乡

映入眼帘，素雅的白墙青瓦，韩丽杰

手扶着拱桥上的栏杆，心里别提有多

高兴。

回去后，韩丽杰把自己旅行的经

历写出来传到了网上，因为身边有很

多朋友也想去西湖和乌镇玩，她便想

着贴出来，也许能给大家伙提供一些

方便。没想到，因为她亲身感受和推

荐的食宿场所，让后来去的人受益匪

浅。有哥们在网上朝她喊话 ：“以后

你先出去探路，回来整理给我们瞅瞅，

我们就循着你的路线走就对了，省时

又省力。”既然哥 们发 话了，韩丽杰

只得照办。打那之后，每次出去，韩

丽杰都会整理出详细的攻略发到 QQ

空间里。

上海实习结束后，韩丽杰回到家

乡进入了一家银行上班。工作没多长

时间，她 就深深感 觉 这种体制内的

生活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一份“能

玩的事业”，想要过一种能走遍世界

的生活方式。2009 年年底，她不顾

父母反 对，坚决辞去了银行的工作，

再 次 来到上海，并在一家旅游 公司

找到了工作， 任旅 游 事业部 海外长

线组助理。

写旅行攻略写出来的
“旅行设计师”

2009 年，对国人来说，东非一带

的旅游刚刚起步，很多人对那边都不

太了解。这些对韩丽杰来说却都不是

问题。她会英语，又喜欢探险，所以只

要有空她就往那边飞，工作的积蓄几

乎都花在了旅游上。朋友们又来喊话

了：“小韩同志，我们还是跟着你走哦！

别忘了把你走的路线记录下来，好吃

好玩的都记着，回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朋友的叮嘱韩丽杰不敢忘，她出门的

时候常常带着一本笔记本，遇到好玩

的东西，或者有特色的小吃店都记下

来，详细到哪条路哪条街，整理好后

上传到朋友圈，给大家参考。

2010 年 5 月 1 日， 韩丽杰计 划去

迪拜旅游。为了能出国游，她每天苦

练英语口语，同时在网上看各种旅游

攻略，制定行走路线，学习当地的文化，

以免因文化不同，造成各种不便。

韩丽杰根据网上做的攻略先来到

全球最高的建筑哈利法塔，这里有全

球最大的音乐喷泉。在室内，韩丽杰

看见了巨大的水幕墙和水族馆。走在

里面，大小不一色 彩缤纷的鱼儿 从

身边游过，韩丽杰仿佛就进入了海底

世界。在哈利法塔玩了一天后，韩丽

杰从网上预定的沙漠冲沙司机来酒店

接她。

到了地点后，她迫不及待冲进附

近的小商店里，想买一件阿拉伯服饰，

便用英语和老板说，可老板只会阿拉

伯语。在这种情况下，她居然靠着手

机上下载的语言转化器软件，狠狠地

杀了一把价，老板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对

手，连连对她伸出大拇指、食指和中

指。韩丽杰害羞地笑了，她知道这个

手势是迪拜酋长创造出来的，这个手

势在阿联酋公共场合最为常见，三个

手指包含三个字母，分别是 W，V 和 L，

分别代表“赢（win）”、“胜利（victory）”

和“爱（love）”。  

在几天的行程中，韩丽杰去了地

球村，那里被各种文化特色的国家建

筑环绕，有中国、日本、德国、土耳

其 ...... 所有的一切，都被韩丽杰分门

别类地详细记录下来。最后一天的行

程，韩丽杰安排在了朱美拉公共海滩。

躺在海滩上，晒着太阳，韩丽杰感到

无比高兴。她在攻略里像聊天似的写

道：听说最近特别流行小麦色，我也

来晒晒！提醒大家，来海滩玩一定不

要离海岸太远，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危

险，同时尽量穿一双沙滩鞋，因为沙

子里会有一些贝壳等，以免尖锐的东

西割伤了脚。

一篇篇完整而有趣的攻略，在朋

友圈内收获了无数好评，微博好友也

在急剧上升，很多人直接把韩丽杰的

攻略拿去当旅行指南用。也就是从这

个时候起，有不少朋友开始在网上付

费请她设计线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

商机就这样来了。

玩是工作，更是生活

2012 年，韩丽杰去土耳其博德鲁

姆旅游，它是位于地中海爱琴海分界

线上的一座迷人白色小镇。韩丽杰去了

才发现，那里几乎没有中国游客造访，

反倒是欧洲、俄罗斯游客夏季的度假

胜地。那时，大部分土耳其旅游团还

处于最基础的观光型游览，不会在海

边小镇作过多停留。恰好，有朋友要

去度蜜月外加拍婚纱照，韩丽杰便帮

他们设计了一条旅行与度假结合的土

耳其线路。

没想到，这条线路经过朋友的宣

传，一传十十传百，竟然被很多人知晓，

韩丽杰一下子在朋友圈内火了，之后来

找她的人越来越多。韩丽杰便全心全

意做起了旅游设计师。所谓旅游设计

师，其实就是帮助别人订制私人旅游

线路，除了要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实惠

以外，更多的是要让全程的衣食住行

充满设计感，有各种与众不同的体验，

彰显个性和专业，真正让游客找到前

所未有的旅行感觉。

2014 年，韩丽杰 从 土耳 其回来，

发现了一条从土耳其海陆进入希腊旅

游的轮渡连线。韩丽杰经过精心体验

之后，推出了电影般唯美的设计。这一

路线设计可以将土耳其博德鲁姆白色

小镇和希腊圣托里尼岛用轮渡串联起

来，完全区别于市场上常规的土耳其

+ 希腊线路，两个爱琴海上最美的蓝

白小镇可以一起游览。这是当时很多

专业旅行社都不曾想到的。果然，她

的路线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自从她

的设计被客户广泛采用后，国内很多

旅行社开始争相效仿。

这一条线路的设计，具体有多少

收入，韩丽杰不愿透露，但可以肯定

的是“这次收入就足以让自己轻松玩上

几年了”。

2017 年 4 月，这个季节是去希腊

圣托里尼岛最好的季节，韩丽杰肯定

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圣托里尼岛

拍照会很美，只是风比较大，为了拍

出漂亮的美景来，韩丽杰带了几条大

印花长裙，这样拍出来的照片会和岛

上的白色、蓝色背景形成强烈的视觉

冲击。在所有的设计攻略上传了自己的

时尚大片后，她又不忘很接地气地提

醒游客：岛上早晚温差特别大，所以

必须要带一两件厚点的外套，供早晚

较凉的时候穿。

在圣托里尼岛，韩丽杰奉行的还

是大学穷游的方法，坐公交。岛上的

公交站通往每一个景区，非常方便，

不论从哪个车站下车都是 1.6 欧元 /人，

比租车和打车划算很多。而且更能找

到旅行的游荡感和烟火气息。

果然不出所料，韩丽杰这一次的

设计带来了比想象中更多的客户，成为

今年“十一”黄金周最卖座的设计之一。

从 2012 年至今，韩丽杰已经做了

6 年的旅行设计师，短短的几年时间，

韩丽杰一共考察了 5 次埃及，蕴含各

种旅游景点、项目、酒店、餐厅。为了

能让游客更深入地体验到埃及的神秘

感，韩丽杰几乎走遍了当地各色的小

吃店、特产店，甚至还推出了“砍价攻

略”，因为她知道很多游客过去后，都

会购买一些小东西带回来，所以这方

面的功课也必须做足。

韩 丽 杰 没 有 想 到， 她 随 心所 欲

而 写的攻 略， 因为 趣味 性 大， 包含

很 多人性 化 的 设 计， 竟然 被 好几 家

国内外大公司看重， 高 薪 聘请 她去

考察规 划旅游路 线。就 这样，靠 着

“用心”去玩，韩丽杰走遍了几十个

国家，还玩出了一份真正“最美的工

作”。韩丽杰说她最快乐的事“并不

是整天在 这玩在 那玩，而是能把自

己觉得有趣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

并且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与心甘情愿的

回报”，所以她很满足现在的这份工

作，“趁着年轻，体力跟得上，我会

一直做下去，还是那句话，灵魂和身

体总有一个在路上。”
（未经同意，本文禁止转载、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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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和身体总得有一个在路上！当下这句话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口头禅。可去哪儿玩，怎么才能玩得尽兴？是很多人头疼的难题。
“十一”长假刚刚结束，相信很多人此时正在为假期的路线规划不合理而后悔。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缺了一个专业的指路人。
甘肃女孩韩丽杰就是“旅游指路人”这个行业里的新秀。这个“十一”长假，她就受到了很多游客的追捧。韩丽杰从小就爱玩，长

大了更爱玩。最重要的是，玩着玩着，她就把自己玩成了“游玩专家”。她的职业有一个极有想象空间的名字——旅行设计师。

韩丽杰在迪拜亚特兰蒂斯酒店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