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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观美景，夜间看演艺”，旅游
演艺成为很多游客夜间休闲的首选。中
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课题组赵一静向
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国内夜间旅游
演艺可分为以旅游景点为依托的夜间实
景演出、歌舞戏曲杂技多种形式的夜间
舞台演艺和游客可交互参与体验的沉浸
式夜间旅游演艺等。夜间旅游演艺是文
化和旅游融合的载体和形式，也是旅游
和科技融合的实践者。”

旅游演艺丰富夜游

金黄花海、粉墙黛瓦，江西婺源迎
来了最美的季节。夜晚，山水实景演出

《梦里老家》 则为游客展现出婺源另一
番美景。山为景，水为台，真山真水打
造出古代诗词中描绘的“梦中家园”，
把古徽州的书乡文化、茶文化、农耕文
化、婚嫁习俗等融入春夏秋冬四幕美景
中，游客沉浸其中便感悟到“落叶归
根，根在婺源；千年守望，梦里老家”
的浓浓乡愁。《梦里老家》 填补了婺源
夜间休闲旅游的空白，已成为婺源旅游
新名片。

中国旅游演艺丰富多彩，成为很多
地方的必游内容。文化和旅游部政策法
规司副巡视员周久财近日表示，中国旅
游演艺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从2013年到
2017 年，旅游演艺节目台数从 187 台增
加到 268 台，增长了 43%；旅游演艺场
次从 53336 场增加到 85753 场，增长了
61%；旅游演艺观众人次从 2789 万人次
增加到 6821 万人次，增长了 145%；旅
游演艺票房收入从 22.6 亿元增长到 51.5
亿元，增长了128%。

说起旅游演艺，很多游客脑海中会
浮现出山水实景演出的唯美画面。中国
游客对旅游的要求日益增高，休闲文化
游推动了旅游演艺大幅增长。旅游景区
的实景演出以真山真水为舞台、以当地
文化为内容，运用高科技的表现手法，
在夜间为游客呈现出迥异于白天风景的

视听盛宴。这是中国旅游的独创。从
2004 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的一炮
走红到常演不衰，到《印象丽江》《印象大
红袍》《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禅宗少林·
音乐大典》《长恨歌》《文成公主》等一批
实景演出的纷纷登场，新颖的表演形式
着实给游客带来了震撼的视听冲击力，
大大丰富了夜间旅游的内涵。

文化是灵魂

如今，游客到访一个旅游目的地，
希望能更深入地体验当地的历史文化和
风土人情，而旅游演艺的形式最容易让
游客短时间内形象地感知到当地文化。
旅游演艺不仅仅是一台演出、一场歌
舞、一段情景，更是一次进入游客内心
的文化体验。

“近年来，旅游演艺是游客体验当地
文化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有特色的旅游
演艺成为游客的首选。旅游演艺，‘演’
的应该是生动的中华文化精髓，‘游’的
应该是城市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马蜂
窝数据研究中心负责人马禹涛说。

与法国的《红磨坊》和美国拉斯维加
斯的《O秀》并称为“世界三大名秀”的《宋
城千古情》，用美轮美奂、大气磅礴的视

听手段展现了
良渚古人的艰
辛 、宋 代 皇 宫
的 辉 煌 、岳 家
军 的 惨 烈 、梁
祝和白蛇传的
千 古 绝 唱 ，把
丝 绸 、茶 叶 和
烟雨江南等文
化元素表现得
淋 漓 尽 致 ，带
给游客视觉冲
击 和 心 灵 震
撼。

宋城演艺
打 造 的“ 千 古

情”系列旅游演艺品牌，把地方特色与中
华文化深度融合，每一台千古情都是一
个地方的文化传奇。“千古情”每年演出
8000余场、观众超过3500万，收入占据中
国旅游演艺市场半壁江山。

获得游客喜爱的旅游演艺，无一不
是以文化为灵魂。佛号声响起，篝火升

腾的锅庄、打阿嘎的遁地之声、古老藏
戏的声声传唱、甲谐的豪情奔放……包
含西藏数十项非遗项目，实景剧 《文成
公主》 以欢歌盛舞的方式拉开帷幕。演
出以拉萨自然山水为背景，将戏剧、音
乐、舞蹈与现代舞美元素融为一体，把
文成公主进藏和亲那段历史佳话搬上了
舞台。《文成公主》 成为拉萨乃至西藏
文化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沉浸式演出是创新

“安静地坐着观看，好像有些不过
瘾。还有什么更好看的旅游演艺吗？”为
了满足游客不断提升的新需求，一些旅
游演艺融合VR、AR等舞台新技术，把景
区场景化，创新出沉浸式旅游演艺。可
参与体验的沉浸式夜间旅游演艺一台接
一台亮相，并受到游客的热捧。

现在游客来武汉，一定不能错过长
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长
江边的码头和游轮就是剧场，围绕知音
文化主题，以上世纪初大汉口的商业文
化为故事背景。夜幕降临，200余米的码
头上，穿梭卖报的小童、卖力吆喝的小
贩、提皮箱戴礼帽的绅士、匆忙赶路的旗
袍淑女……游客步入码头，瞬间好似穿
越回百年以前。登上轮船，演出就开始
了。游客不必在观众席上正襟危坐，因
为船上的每个角落都是故事发生的地
方。船上不分观众区和表演区，演员和
游客融为一体。该剧给湖北旅游特别是
武汉旅游增添了最重要的夜间文化旅游
景观，成为整个湖北旅游精品线路中最
令人难忘的内容。

沉浸式旅游演艺极大地满足了游客
的体验和互动这两大需求，是旅游演艺
的一大创新。旅游演艺不仅停留在舞台
上，更要走到观众中间。从早期的 《又
见平遥》 到近年来的 《极乐敦煌》《今
时今日是安仁》《寻梦牡丹亭》《知音
号》 等演出，抓住了一大批游客的兴奋
点，沉浸式旅游演艺快速增长。

赵一静介绍说，目前，可参与体验的
沉浸式夜间旅游演艺多以高科技为主、
成本偏高、规模效应不足，如何引导游客
二次消费、提升盈利能力成为痛点。未
来，夜间旅游演艺的创新应是内容、形式
和技术上更贴合大众需求，才能更有效
地转化为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动能。

旅游演艺 夜间的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赵 珊

你到过滇南布朗山的古茶园吗？你
见过世界上最古老的古茶树吗？你去过
地地道道的拉祜族山寨吗？

当我到达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布朗山的古茶园时，一切都有了
答案。我们的车沿着山路一直盘旋向
上，一直进入位于高山之巅的拉祜族村
落里，家家户户挂着吉祥的葫芦，而房屋
就是古茶园深处。

古茶园里，时有雨雾，茶园云遮雾绕，
正是“高山云雾出好茶”。那古茶树就静
静地矗立地那里，已经有了几百年的生

命。粗壮的枝干上，斑驳而有一丝苍老，
但是晶莹剔透的白色茶花，正灿烂的开
放。茶园里，一切都是最自然的生态。黄
牛甩着尾巴，悠闲地踱步;小黑猪带着一群
小猪崽儿，开心地打着滚；而老母鸡也“咯
咯”地跑来跑去。自然的生态链条使这些
古茶树纯天然的生长。

朋友把一枝新芽放在我的手心里，
说：“尝尝，新茶的味道。”“这茶能吃？”我
反问道。于是，将信将疑地把新鲜的青
芽放在口中咀嚼，茶的清香之气充盈着
整个口腔。先是嫩芽的苦涩，可是，不到

三秒钟上，嘴里尽是回甘，甜甜的，有一
种很奇妙的清香味。

到了滇南茶山，品茶成了一日之中
最重要的事。清晨一杯茶，一日三餐后
皆饮茶，人们谈茶论道，品茗赏花，仿佛
都多了一股仙气。我们坐在白云深处，
一只古朴的红木茶榻，几只精巧的茶碗，
山谷幽幽，云蒸霞蔚，这就是我们的“茶
室”。我们将溪水煮沸，素茶清盏，一股
茶香扑面。仿佛这茶里蕴积了土地的芬
香，绿菜的青涩，晨风的清爽，雨露的甘
甜，山泉的清凉，让人感觉意味深长。

我最爱滇南的小青柑普洱茶，果香浓
郁，柑香四溢，茶味醇厚。那茶汤色泽红
艳，晶莹剔透。茶魂入柑韵，茶与柑相互
融合，竟然创造出如此迷人的味道。在滇
南茶山上，我终于明白了生普洱与熟普洱
的区别。熟普洱入口醇厚，绵软，回甘，自
然。生普洱口感强烈，茶气足，茶汤清香，
略带苦涩。朋友打比方说：“这生普洱好
比年轻人，血气方刚；而熟普洱，像年长
者，经历岁月，充满了岁月的凝香。”

题图为布朗茶山 来自网络

河南省鄢陵县四月花似锦，出门尽是看花
人。清明假期，尽管春雨霏霏，唐韵园林举办的
樱花节依然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人。园区内樱花
盛开，如云似霞，如梦如幻。“都说赏樱花去武
大，其实鄢陵樱花也是美如画。”在树下拍照留念
的王女士赞不绝口。

漫步春日鄢陵，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生态文明
的魅力，双目所及，绿如海，花如云，人如潮。
县林业局负责人介绍说，作为“中国花木第一
县”，鄢陵县从最初的卖花木到卖景观再到卖生
态，从一丛绿林、一片花海中挖掘出了金山银山。

如今的鄢陵正依托生态优势向旅游康养产业
发力。许昌市以鄢陵为中心，汇聚生态优势和中医
药文化资源，推动“健康养生+生态旅游+健康医
疗”等业态融合创新。为此，鄢陵发展的定位为国
家绿色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国家健康养老体
制改革试验区、国家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区、国家
健康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健康中国生态宜居示范区，
同时立足鄢陵独有的区域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
加快构建“一核一园七镇”的区域格局。目前，鄢
陵全县生态旅游、健康养生养老产业持续发力。
一批批健康养老养生项目陆续开工。

“鄢陵县花木种植面积70万亩，花木主产区林
木覆盖率达到8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年平均300
天以上，发展健康养生养老产业优势得天独厚。”

鄢陵县委书记尹二军说，“鄢陵将把健康养生养老
产业作为促转变、补短板、拓蓝海、惠民生的有
力抓手，全力打造国际知名、国内领先、中原一
流的国家级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

碧水映衬青山，桃花缀满枝头。春天的三峡透出勃勃
生机。近日，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事业群和美国C&B组
织的美国尤方玉屏 （AFY） 学校游学团一行156人，从宜昌
溯江而上直达重庆，开启了中国文化深度体验的入境国际
游学之旅。

在横跨渝鄂两省市193公里的长江三峡山水画卷里，道
不尽屈子楚辞的神韵、香溪明妃昭君的风雅，讲不完刘备
托孤的故事、李白杜甫的悲情与豪放。“巫山猿人”的科学
探秘又给游学课堂增添了趣味。长江三峡是一座殿堂级游
学的资源宝库。

长江三峡是中国向世界推出的两条黄金旅游线之一
（另一条是丝绸之路），经过40年的发展，长江三峡游轮旅
游日臻成熟。如今，中国长江游轮旅游在世界江河游轮市
场中已经占据不可或缺的席位。在这条旅游线上，游轮既
是交通工具，也是游览工具，串联起途中雄秀险奇的绝世
风光以及风情浓郁的风土人情文化遗迹。游轮集中提供食

宿餐饮，又有实地游学的第一手资料和场景，非常适合学
生团队游学。

美国学生们从宜昌桃花村码头登上游轮开始，就精彩不
断。参观世界级水利枢纽工程，体验升船及跨越大坝，置身
巫峡诸峰、瞿塘盛景之中，凭吊三国遗迹，吟诵宋词唐诗，
间或还要学唱土家山歌，吟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
一日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曾经沧海
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还聆听了中西文化差异和三
峡文化历史专题讲座。

学生Kelcie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能参加此次中国文化之
旅，沉浸在中国文化中，是一次美好的体验。一路上，导
游的知识和文化底蕴非常丰富，给我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故
事，让我们了解了当地的风情。我们品尝了美食，游览了
风景名胜，体验了中国文化，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诗歌的三峡、文化的三峡、名人的三峡、历史的三
峡，美国 AFY学校司徒校长也感悟良多，她说，要在未来
的教学中，增加学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只有了解了中国
的历史，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

国际游学犹如一块硕大的蛋糕，聚合了入境游、游轮游、
文化教育游等诸多板块。这次三峡游轮游学之旅或将引发
一波以江轮为载体，深度文化体验的三峡游轮游学热潮。

鄢陵 好生态助力旅游康养
郑法魁

岁月凝香滇南茶岁月凝香滇南茶
王南海王南海

美国学生游学三峡
杨顺华 许丽红

本报电（朱北群） 穿着艳丽服饰的姑娘伴着旋律，提
着花船，用碎步走出各种花样，上船、拨船，各种动作，
惟妙惟肖，艄公手持船桨为姑娘撑船、划船。农历三月
三，一年一度的花船节在四川省大邑县青霞镇举办。花船
游行、花船表演、文艺演出……今年的青霞花船节上有不
少有趣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踏青游玩。花船表演
前半段以简短有趣的语言展现出青霞镇的发展，后半段以
精简的故事情节引入花船舞蹈。

作为大邑古八景之一的青霞镇，是坐落在川西旅游环
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里拥有丰富的生态人文旅游资
源。青霞镇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以花船为主的民
间民俗文化深受群众喜爱，成为乡土民俗文化一道别具色
彩的风景。

四川青霞花船节引客来

鄢陵花博园春景 鄢陵县委宣传部供图

美国学生在三峡游轮上合影 刘文心摄

《宋城千古情》演出剧照 宋城演艺供图

《寻梦牡丹亭》演出现场 韩加君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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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号》实景演出 知音号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