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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素丰富旅游体验

有两年跑龄的北京传媒从业者张
先生，已在中国各地参加过5次马拉
松赛事，现在正盘算着出国跑的计
划。

“延庆的冰雪半马很有特色。”谈
及参赛感受，张先生细数之前的经
历：“武汉的那次马拉松体验也很不
错，赛道非常美，把当地的自然和人
文景观融合在一起，诗情画意。”据
介绍，他所在的清华 EMBA 媒体户
外运动协会，已经组织参与过柏林马
拉松、名古屋马拉松等国际性赛事。

热情并不限于马拉松。在旅游
者 注 重 参 与 性 和 体 验 性 需 求 的 当
下，融合美景、文化与运动等要素
的体育旅游，也备受新兴游客的青
睐 ， 马 拉 松 、 高 尔 夫 、 登 山 、 攀
岩、滑雪等种类繁多的户外运动旅
游蓬勃发展。

以入门难度较低的徒步旅行为
例。当游客穿越漫长的步道时，巍峨
的山峰、茂密的森林、飞泻的瀑布和
神秘的冰川映入眼帘，旅行的疲惫会
瞬间消失。这种强烈的“反差感”，
使得一批又一批游客开始用双脚丈量

“世间的美好”。
有些风景，只能通过双脚才能到

达。如今，旅游者从传统的观光型旅
游向参与体验型旅游转变，运动、健
身已成为人们出门旅游的一大驱动
力。

“体育旅游可以更好地使游客参
与到各种体育娱乐、健身、竞技、康
复、探险等活动中来，一改过去枯
燥、走马观花的观光旅游模式，让游
客可看、可玩、可休闲、可健身。”
中国科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
主任助理齐晓波博士表示，体育旅游
既锻炼身体、娱乐心情，又休闲健康
养生；顺应这种需求，旅游产品也由
过去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相比传
统观光旅游，它更具旅游吸引力，旅

游产品也更具竞争优势，是一种可持
续的旅游发展方式。”齐晓波说。

期待“万亿级”市场

对于消费者而言，在运动、休闲
和参赛之余，游览周边风景名胜，了
解当地人文风情，可以提升“出游含
金量”。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体育旅
游规模为 1700 亿元，仅占旅游行业
总规模的 5%；若未来体育旅游追平
发达国家25%的比重，按照旅游产业
总值4万亿元测算，体育旅游规模可
达1万亿元。

由于融合了运动、旅游、健康等
元素，体育旅游成为最具活力和潜力
的新兴市场之一。庞大的市场下，参
与型体育旅游拥有较多“粉丝”，且
具备参与的重复性；既可以走高端奢
华路线，又可以走大众亲民路线。

以“冷冰雪，热产业”为例。
瑞士曾数次举办冬奥会，为其旅游

业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为经济增长
提供了驱动力。2010 年温哥华冬奥
会后 1 年，作为雪上项目赛场的惠
斯勒滑雪场总收益达 1.43 亿美元，
之后以每年 10%至 15%的幅度增长。
美国盐湖城也竭尽所能利用冬奥会
带来的旅游资源，在冬季项目外，
还开展了徒步旅行、登山探险、自
行车越野等多种旅游项目，吸引了
大批国际游客。

与此同时，滑雪也成为热点。近
年来，借助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
的东风，中国民众滑雪热情迅速上
升，国内每年都有大型滑雪场投入运
营。近则亚布力、长白山滑雪区，远
至瑞士铁力士、奥地利萨尔茨堡，都
有中国滑雪者的身影。

结合体育和旅游两大产业链的体
育旅游，以体育为核心资源、旅游为
消费手段，外延十分广阔，包括餐
饮、酒店、交通等多个领域。因此，
体育旅游产业对赛事举办地的经济带
动作用十分可观。人均消费高、产业

联动力强，让体育旅游成为诸多地区
布局体育产业的首选切入点。

探索“1+1>2”效应

目前，体育旅游产业是一片“蓝
海”，如何将现有的旅游资源与赛事
资源进行整合，形成超越形式的内容
融合，达到“1+1>2”的效果，成为
各大城市和旅行服务商下一步探索的
问题。

在齐晓波看来，目前中国体育旅
游项目应结合当地传统民俗文化、节
庆活动等元素，开发复合型旅游产
品，优化参与型旅游项目，吸引游客
互动娱乐。“可以深度挖掘峡谷探
险、水上娱乐、溶洞猎奇等旅游资
源，开展体验式旅游。”齐晓波表
示，“体育+旅游”的深度结合，使
旅游产品能吸引体育爱好者加入，之
后通过体育产品进一步刺激深度旅
游，其精髓在于，打造二者的结合

点，创新体育旅游衍生品。优化产业
结构、完善产业链条，成为开展体育
旅游的重中之重。

如今，一些省份将“滑雪旅游
节”作为当地固定的项目，通过定期
举办“滑冰雪、游古迹、住农家、泡
温泉”等系列旅游活动，为游客献上
丰富多彩的“冬日盛宴”。这在拉动
当地冬季旅游市场的同时，也提升和
丰富了当地旅游的内涵，促进了旅游
新品牌的建立。

此外，体育特色小镇也在悄然兴
起。各个城市因地制宜，针对骑行、
攀登、徒步、水上运动等消费引领性
强、覆盖面广的项目打造赛事 IP，
发展多维度“体育+”旅游产业，发
展前景值得期待。

题图：在各地举办的马拉松比赛
中，都蕴含着当地的自然美景、历史
底蕴和人文风情。图为参赛选手跑过
四川省都江堰南桥。

新华社发

8月18日，湖南常德澧县城头山第二届海
峡两岸稻田彩绘节将在城头山景区盛大开
园。此次以“南瓜喜事”为主题的彩绘节将
持续到 10 月底。据介绍，彩绘园已由去年的
150 亩扩展至 200 亩，共分为“稻田彩绘”、

“艳丽花海”、“魔幻王国”、“欢乐游戏”、“向
阳花开”五大主题区域，“南瓜喜事”、“鸭鸭
戏水”、“撸起袖子加油干”和“匠心”4个彩
绘图案，是本次彩绘节的亮点。

园区内以南瓜种植为特色，展示各种南
瓜形象；同时开展推南瓜比赛、南瓜彩绘等
互动活动。为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内容，园
区增加了国王宝座、飞天扫把、大型轮胎装

饰、猫头鹰小屋等，增添了艺术性和观赏性。
为更好地发掘城头山丰厚的历史文化，

探讨澧阳平原史前稻作文明在世界历史文化
中的重要地位，今年 9 月 21 日至 23 日，澧县
将举办“城头山世界稻作文明论坛”。论坛由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南杂交
水稻研究中心、常德市人民政府和 《财经》
杂志联合主办，主题为“世界稻作文明起源
与发展”。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将
齐聚澧城，共赏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暨
城头山旅游景区，说“源”论“稻”，举办一
场稻作文化的学术盛宴，为彩绘节增色添彩。

上图：稻田彩绘“南瓜喜事”

初识江南古镇，便醉心于它们的婉约
尔雅、古朴凝重、水韵十足。如果要透过
时光，穿行于河巷交叉、水波荡漾中拱起
的石桥，行走在粉墙黛瓦、高檐翘脊下错
落的弄堂，进出于水榭廊棚、驳岸古栏缠
绵的亭宅，去钩沉历史的久远，感受文化
的厚重，体悟世事的沧桑，那千灯便是一
个值得踏访的地方。

拥有2500余年历史的千灯古镇，东接
上海，南达杭州，西通苏州。由于地处这
样一个三角形的中心，故又被称为“金千
灯”。这里陆路通达，水运顺畅，航空便
利，物阜民丰。像江南的众多水乡古镇一
样，千灯至今保留着水陆并行、河街相
邻、廊棚排延、石板铺路、宅居错落的古
镇格局。

漫步在千灯古镇上，一条石板街绵延
3华里，横贯古镇南北。2000余块青石板
铺出的石板街，古朴中铺展出久远和深
邃，幽静中浸透出神奇和诱惑。它南起种
福桥，北止启秀桥，其间串缀着亭林故
居、秦峰塔、延福寺、顾坚纪念馆、少卿
山等千灯历史文化遗存。沿街行走，在古
街窄巷之间，“足踩青石板，头顶一线
天”，我们宛如走进了古镇的沧桑历史里。

千灯原名“千墩”。相传古时，为防
御海寇的劫掠，人们在吴淞江沿岸修筑了
无数土墩作为瞭望台，以警报东海敌情，
此后又在土墩上修建了烽火台。随着历史
的变迁，风雨的剥蚀，烽火台逐渐荒芜。
若按文献记述，千灯最迟也可见于汉书

《吴越春秋》，而宋代的《玉峰记》也有相
关记载：吴地有三江，吴淞江畔有土墩九
百九十九个。及昆山南，三十里存一高土
墩，为第一千墩，遂称千墩。上世纪60年
代，人们把千墩改为千灯。

千灯的历史有多悠久，少卿山可以为
证。少卿山位于千灯石板街的东侧，在秦
峰路中段，也就是尚书浦的东岸。少卿山
名为山，实则不过一个高土墩。江南多水

多平原，少山脉少峻岭，吴地更是沃野千
里。没有山，高坡可以为岗，土堆可以为
岭，远古的先民就这样逐水草而生，择地
势而居。少卿山虽不是名山高川，但经考
古发掘，少卿山遗址曾出土了大量的良渚
崧泽马家浜时期的文物，其中多件石器还
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千灯的文化是厚重的，这里对中国戏
剧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元代南
曲大家、昆山腔创始人、昆曲鼻祖顾坚就
出生于此。顾坚纪念馆以昆曲为主题，展
陈着历代各种戏剧人物。昆剧作为中国最
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戏曲之一，2001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

“同胞三鼎甲，一弄十进士”最能说
明千灯的人杰地灵。在科举盛行的封建社
会，进士、举人堪称凤毛麟角，同胞三兄
弟能先后考取三甲的实在不多见。但千灯
的徐氏三兄弟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撷英

咀华，千灯最杰出的代表当属明末清初的
思想家、文学家、著名爱国学者顾炎武。
他在 《日知录》 一书中提出“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这也是他终生的倡导和追
求。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本着“经世
致用”的原则，对经文、政事、礼制、科
举、文艺、古史、天文、地理等领域进行
了深入地研究。他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
究其利病之所在，探其治国之得失，足以
为后人所借鉴。《音学五书》 还探讨了音
韵的变化，是一部关于音韵学的学术著
作，对学术界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顾炎
武的思想文化博大精深，所以他与黄宗
羲、王夫之被后世并称为“三先生”。

徜徉在石板街上，到了千灯的灯馆是
一定要驻足的。灯馆里藏有灯具 1000 余
盏，从原始社会的灯具到现代社会的灯
饰，前后跨越了数千年历史。单从这灯文
化的发展史，就可展示出千灯文化是多么
地厚重。

参与型体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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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卓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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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环绕万

户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

我情”……在古代名家的诗笔下，查

济古村与桃花潭以一种别致的方式相

遇。而在现代人的脚步下，它们则成

了一条赛道的两端。

去年春天，以查济古村为起点、

桃花潭为终点的油菜花马拉松比赛在

安徽泾县上演，吸引了数千名参赛者

徜徉在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田中。与此

同时，当地住宿也迎来了一股火爆的

预定潮。

现在，许多马拉松爱好者通过多

种方式预定参赛直通名额，自主计划

参赛行程，在进行“马拉松打卡”的

同时，也不错过欣赏当地的美景。

这种“参赛+旅游”的模式，如今

已在旅游市场上如雨后春笋般地勃发。

常德澧县城头山

“南瓜喜事”稻田彩绘8月开放
裴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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