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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花正开 踏青走起来
本报记者 李 丹

旅游正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近年来，无论是旅游景区的文化挖掘、主
题游乐园的涌生，还是丰富多样的旅游纪
念品，都能从中找到文化创意的影子。

旅游中的文化味

在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商圈，有一栋
年轻人扎堆的西门红楼。楼宇深处，是集
聚了 20 多家文创品牌的“文创孵梦基
地”。楼外广场上创意集市里，普通的手
机物件、T 恤衫等日常物件因为一个小小
的创意变得与众不同。在步行区，自发前
来的“街头艺人”以说唱、街舞等各种演艺
方式，吸引不少时尚青年驻足欣赏。

如今，西门红楼作为台湾保存最古老
完整的三级古迹市场建筑物，已成为集古
迹、休闲、商业为一身的新型建筑。中国
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这正是他心目
中旅游与文化创意相融合的理想模式。

中国旅游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厉新建
认为，旅游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体验，而体
验的不断丰富、创新主要来自创意，无论
是在餐饮（吃）、宾馆（住）、交通（行）、景区

（游）、纪念品（购）、旅游演艺（娱）的任何
一个方面，创新创意无时无处不在。

“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进一步融
合空间非常大，在一定意义上，旅游业本
身也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厉新建说。

融合发展的优与忧

厉新建表示，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
的融合大大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内容。但
从根本上看，文化创意对旅游业发展最重
要的影响还是在战略观念方面。

“过去，人们往往将旅游目的地视为
旅游产品的聚集空间，而现在，或许我们

可以将旅游目的地视为一个平台、一个创
意聚集的舞台。”厉新建说。

尽管文化创意在旅游业可谓无处不
在，但戴斌认为，目前二者融合发展的一
个难点，就是缺乏有效的市场主体。

以旅游演艺市场为例，旅游演出已成
为演艺文化与旅游业融合程度较高的领
域，出现了多种相对成熟的产业化模式，
如实景演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舞
台表演模式等。《印象·刘三姐》《宋城千古
情》《魅力湘西》等文化旅游演出项目已经
成为当地文化的“代名词”。

尽管如此，从整体看，旅游演艺市场
的精品数量相对较少，这也制约着旅游与
文化的深度融合。

近几年，作为融合发展诞生的旅游新
形态，主题公园建设突飞猛进。无论是

“老牌”的华侨城还是后来快速发展的方
特，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不过，在度
过快速发展期之后，文化创意产品的短
板，暴露了国内主题公园的后劲不足。

戴斌认为，旅游业与文创融合的关键
在消费环节。“这就需要把握游客的核心

诉求，要营造一个市场化、大众化，面向现
代和未来的平台。”戴斌说。

厉新建也认为，文化创意产品要进入
旅游市场，就必须深刻理解旅游者的偏好
和特性。只有这样，文化创意产品才能真
正成为旅游者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戴斌还强调，“在此过程中，政府既要
加强宏观规划和引导，又不能干预过多。
要看到，无论‘798’，还是南锣鼓巷，都不
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根据市场规律自
发形成的”。

兼通人才是关键

“如何将文化创意的过程以及这些创
意行为的集聚、创意行为的展示演变为旅
游产品，值得重点关注。”厉新建表示，文
化创意虽然提升了旅游内在的文化含量
与层次，但只是增强旅游体验的手段，而
不是最终目的。如何在文化创意的设计
过程中强化对文化的解读、如何改善文化

创意解读方式等等，将是未来需要高度关
注的问题。

戴斌则认为，文化旅游融合，人才将
扮演关键角色。

“如果懂文化的不懂旅游，懂旅游的
不懂文化，二者就很难协调发展。所以，
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要加强合作，建立一
批文化旅游培训和实践基地，积极培育文
化旅游人才。”戴斌说。

戴斌向本报记者表示，在台湾地区公
务和学术交流过程中，有两件事情让他印
象深刻。一是山地原住民地区的驻村艺
术家制度，艺术家与村镇老百姓一同生
活，与民间艺人共同研究如何提升传统手
工制品的艺术品位，使之更加符合当代
人，特别是游客的审美要求。二是专业志
工制度，即有关部门资助专业人员与有需
要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结对子”，不用讲
太多的理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帮助他们做
工业设计、培育品牌、建市场渠道，最终提
高基层民众参与商业体系的能力。对此，
戴斌表示，如这两个制度能引进到国内旅
游产业实践中，将具有重要意义。

本版编辑 佘 颖

今年春季来得早，各地花卉竞相开放，
引来人们的赏花热潮。“到郊外赏花，舒活
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才是一年工作生
活的新开始。”北京市民袁田表示，她准备
近期携家人去江西婺源来一趟“赏花游”。

去哪儿网度假频道提供的信息显示，
从 3 月开始，“赏花”、“油菜花”等词汇搜索
量增幅已达 20%以上，成为近期上升最快
的关键词。其中预定油菜花和赏樱路线的
游客最多，预计清明小长假将成为赏花游
人群出行的高峰。

“就想跟家人去个空气质量好点的地
方，”袁田说，“再加上赏花游不需要长途跋
涉，尤其适合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
家庭。”去哪儿网度假总监高兴表示，他们
也注意到赏花游人群的这一需求，长线赏

花游往返一般以卧铺为主。如婺源的赏花
游线路有专门的老年团，卧铺会尽量确保
中下铺，保证老年人出行舒适。

针对赏花游日渐火爆的特点，许多旅
行社精心策划，推出了专门的赏花旅游产
品。一些旅行社还将赏花行程与景点、美
食等串联，如婺源赏花路线通常将江岭与
景德镇、三清山等景点打包在一起。“途牛
旅游网”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长线赏
花游主要集中在广西、云南等目的地，以

“桂林——阳朔双飞 4 日游”等线路最为热
门，价格整体与去年同期持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出境赏
花游也逐渐成为时尚，日本樱花、荷兰和土
耳其的郁金香、法国的薰衣草、加拿大渥太
华的郁金香节都是不错的选择。各家旅行

社纷纷推出相关产品，如国旅新景界的“情
迷蓝色土耳其 8 天经典之旅”、鹏运国旅的

“土耳其郁金香八天之旅”、凯撒旅游的“法
兰西 10 日薰衣草芳香之旅”等，都精心安
排了特色赏花的内容。

上海市旅游局发布的信息显示，赏花
游销量明显上涨，也使旅游市场整体回
暖。除了国内赏花游产品咨询、销量直线
上扬，境外赏花线路同样受到热捧。

针对让许多游客都觉得麻烦不已的
签证与担保金问题，一些旅行社也推出了

“便民举措”，如大通旅游近期推出的境外
游“你拒签我买单”活动，在旅行社审核游
客备签资料齐全的情况下，若是被目的地
使馆拒签，签证费损失由大通旅游承担，让
游客出游更为便利放心。

从“新的经济增长点”到“支柱产业”，再到“战
略性支柱产业”，文化旅游正被作为“文化襄阳”、

“都市襄阳”的重要内容。湖北省委常委、襄阳市委
书记王君正也表示，要把襄阳建成“本地人自豪、
外来者向往”的山水园林城市、辐射带动力强的汉
江流域中心城市。

因此，襄阳提出了打响“一城两文化”：襄阳古
城、三国文化、汉水文化的品牌，把文化旅游业培养
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促进旅游业大发展的八条政策
随即出台：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式，吸引社
会资本进入旅游业；设立 2000 万元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旅游项目享受襄阳工业项目用地优惠政策；
投资超 3亿元的，根据需要，市政府给予补贴；重大
旅游项目的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优先安排等。

隆中草庐剧场竣工，唐城、汉城影视城一期完
工，中华紫薇园开门迎客⋯⋯一大批重点文化旅
游项目纷纷落户。2013 年襄阳市开工及引进的亿
元以上重点旅游项目达 45 个，总投资近 62 亿元
⋯⋯建设力度超过前几十年的总和。

在景区打造中，襄阳尤其注重把历史文化元
素融入城市建设中，将内在的文化内涵物化为外
在的城市建筑，实现特色文化与现代城市风貌的
有机衔接，避免“千城一面”，传承历史文化，守住
城市根脉，留存城市记忆。

襄阳市文化旅游部门还积极发挥职能优势，
组织专业剧团编写、演绎了两台大型旅游剧目《荆
山楚源》和《踏歌襄阳》，被观众誉为“再现楚文化
的壮美史诗”。

2013 年，襄阳旅游接待国内外游客 2829 万
人次，同比增长 20.2%；旅游收入达到 180.9 亿元，
同比增长 20%。市长别必雄说，到 2015 年，全市将
建成 1 家 5A 景区、8 家 4A 景区，全市 A 级景区接
待游客力争达到 1000万人次。

湖北襄阳：

文旅融合新“古”城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杨 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提高文化产

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作出了战

略部署，国务院日前也出台了《推进文化创

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

意见》，这些都为西藏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

方向。西藏应坚持文化旅游融合，推动西

藏由文化资源大区向文化强区转变。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西藏

既拥有富足厚重的文化资源，又坐拥旖旎

迷人的自然景观，但这些资源的融合发展

之路在西藏尚处于探索阶段。突出表现为

旅游宣传内容少，相关产业发展滞后，“白

天看庙、晚上睡觉”成为西藏旅游的写照。

只有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才能让

西藏沉默、静态的民族历史文化变得更加

生动鲜活。

发展西藏旅游，要因地制宜、突出重

点，依托西藏独特的资源禀赋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着力打造四大产业品牌。

一是打造旅游演艺品牌。近年来，文

旅融合的新业态——旅游演出迅速崛起，

拉萨、山南、日喀则、林芝等地相继推出了

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展演活动，受到国内

外游客的广泛好评。要整合利用西藏丰富

的民俗民间文化资源，进一步开拓旅游演

出市场，积极开展商业性演出活动，打造一

批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旅游演艺精品。

二是打造民族手工业品牌。西藏民族

手工业历史悠久、工艺独特，但也存在品种

少、做工糙、旅游纪念品缺乏等亟待解决的

问题。要加强体制创新，合并零散的家庭

作坊，集中搞好骨干企业，彻底改变当地手

工业“小而全”、“小而散”的现状。要加强

工艺创新，应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升民族

手工业，使民族手工业实现标准化、规模化

生产。要加强产品创新，优先抓好拳头产

品，有针对性地研发新产品，更大程度地满

足国内外游客在西藏旅游购物的需求。

三是打造民族民俗旅游品牌。西藏民

俗文化底蕴深厚，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的

民俗民风，也是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之一。

应发掘、保护、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情

风俗，推出西藏民族风情系列旅游产品，大

力开发文化体验型旅游项目，有机地把民族

文化、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打造

出独具特色的村镇文化旅游目的地。

四是打造民族节庆品牌。藏历新年、

雪顿节、酥油花灯节等节庆活动，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要挖掘西藏民族传

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推出一批富有特色的

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引导节庆活动由民众

自娱自乐转向产业化发展，使之成为吸引

国内外游客的文化旅游产品。

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市场主体。要开

展企业培育工程，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

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基层民间艺术团公

司制、股份制改造，为打造旅游演艺精品培

育活跃的市场主体。

当前，打造文化旅游综合体或旅游小

镇综合体，是文化产业驱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重要路径。通过对乡村土地的综合开

发，把民俗演艺、生态观光、住宿餐饮、旅游

购物等功能融为一体，不仅能带动民族手

工艺品与农牧产品的开发，而且能够带动

周边藏家乐、牧家乐、家庭旅馆的发展，将

有力推动西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作者系西藏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上海
第七批援藏干部领队）

打造西藏旅游四大品牌
戴晶斌

打造西藏旅游四大品牌
戴晶斌

3 月 22 日，“2014 世

界木材日暨首届国际木

文化节”在福建省仙游县

开幕。图为一名参展工

作人员在现场展示非遗

项目木活字印刷的制作

过程。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创意绘制文化创意绘制文化““旅旅””图图
本报记者 韩秉志

这两天，第八届“春色滨湖”旅游文化节正
在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举办。从 2007 年举办首
届“春色滨湖”旅游文化节以来，合肥市探索出了
一条文旅共兴的旅游发展新路径。

“自从公园里增设了科学长廊，孩子简直成了
‘生物通’，看到一只小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比我
懂得都多。”在合肥某企业工作的路辉是合肥滨湖
国家森林公园的常客。

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以“徽文化”和“有巢文化”
为设计底本，打造民俗风情体验区和湿地科普展
示区，历史民俗文化与公园景点相得益彰。近日，
这个公园还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的做法只是包河区发
展文化旅游的一个缩影。“环巢湖三颗明珠，不管
哪一颗都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如牛角大圩农耕文
明底蕴深厚，适合发展生态农业游；东大圩依托特
色农业，将葡萄文化打出品牌。包河的每一处风
景，都能嗅出文化的味道。”该区负责人如是说。

当前，“智慧旅游”成为各地旅游发展的新
亮点。合肥市也积极启动智慧旅游工作，首批确
立 7个试点单位创建“智慧景区”。

“早就听说过‘智慧景区’，没想到这么方便。”
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他近日关注了滨湖国家森
林公园微信公共平台，上面湿地美景、游玩攻略、
LBS 导航等一应俱全，轻轻一点，各类信息就全掌
握了，智能语音导览系统则相当于为每辆观光车
配备一名“电子导游”，十分方便。“我们未来还将
为主要景点设置二维码，游客在景区内，通过手机
扫二维码就可以获得所在景点的详细信息。”公园
管理人员告诉记者，“翠隐洞天”和“茗舍听风”两
处景点已经有免费 wifi，未来整个景区将实现 wifi
全覆盖，游客在景区内可以使用免费无线网络，上
网查询旅游信息也不用担心耗费手机流量。

安徽合肥：

文化滨湖“智慧”游

本报记者 白海星

3 月 26 日，在西藏林芝，游客在观赏

桃花。当日，西藏林芝举办第十二届桃花

文化旅游招商节（简称桃花节）。每年的

三四月是西藏林芝的桃花季，桃花节的举

办带动数万名游客入藏旅游，将传统的进

藏旅游时间大大提前。

新华社记者 王守宝摄

春满滨湖，桃花盛开，吸引了大量游客。

汪 韵摄
春满滨湖，桃花盛开，吸引了大量游客。

汪 韵摄

不久前不久前，，国务院颁布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若干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若干

意见意见》，》，明确指出提升旅游发展文化内涵明确指出提升旅游发展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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