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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歌舞《张家界千古情》近日在湖
南省张家界武陵源首演，带给中外游客
极具震撼力的视听盛宴。

序幕《沧海桑田》运用高科技手段
呈现出 3.8 亿年前张家界沧海桑田的地
壳运动，数万个 360 度的点光源让整个
剧院瞬间变成奇幻的海底世界，鲸鱼、
水母、海马、海星等各种海洋生物在观
众身边游弋，杂技演员化身精灵在观众
头顶蹦极、飞旋，全息互动带给观众沉
浸式的观赏体验。

《张家界千古情》 演出浓缩了张家
界亿万年的历史文化与传说，分为《沧
海桑田》《武陵仙境》《天子山传说》

《小城往事》《马桑树》《爱在湘西》 等
篇章，传统文化与高科技绚丽碰撞，
360 度全息观影，50 项舞台新发明，让
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湘女多情、英雄辈
出的张家界传奇。

张家界因旅游建市，是闻名世界的

旅游目的地，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
地质公园、首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多项桂冠。2018 年，
张家界接待游客突破了8521万人次，旅
游收入突破了 756.8 亿元，其核心区域
武陵源年接待量突破了3000万人次。宋
城演艺在剧院数、座位数、年演出场
次、年观众人次、年演出利润五项指标
上，创造了世界演艺市场的“第一”。
旗下的“千古情”系列演艺作品每年演
出 8000 多场，观众 3500 多万人次，票
房收入占据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半壁江
山。《张家界千古情》 可谓是美丽山水
和一流演艺的强强联合。

据了解，宋城演艺一直都在积极对
接市场，最大化满足观众在审美、娱乐、
互动方面的需求。比如，韩国是张家界
的重要客源地，为吸引韩国观众，导演团
队特别在《武陵仙境》篇章中加入了舞蹈

“阿里郎”，每次演出这一桥段，韩国观众

都会产生共鸣，热情鼓掌。
宋城演艺董事长、千古情系列总导

演黄巧灵认为，从文化呈现、叙事角度、
技术运用、市场定位等多个维度来看，

《张家界千古情》在当地旅游演艺市场中
都是独特的存在，并会给当地的旅游演
艺市场带来“鲶鱼效应”，这将有助于唤
醒市场、激发活力，通过良性竞争提升当
地旅游演艺产品的整体水平。

《张家界千古情》丰富了张家界文化
旅游产品，提升了张家界旅游的文化含
量，为旅游注入了文化的灵魂，推动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张家界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典范。和大型歌舞《张家界千
古情》一同亮相的还有张家界千古情景
区，这是张家界迄今为止唯一的大型主
题公园，设有大庸古街、陶源秘境、情人
海、烂苹果亲子乐园四大主题区。

上图为《张家界千古情》演出现场
宋城演艺供图

木根雕是福州省闽
侯县的传统工艺产业。
多年来，闽侯县上街镇
政府通过举办根雕艺术
博览会、工艺品雕刻职
业技能竞赛、文化旅游
产业洽谈交流等活动，
不断挖掘特色文化资源
优势，促进文化与旅游
的融合，打响木根雕产
业品牌。闽侯已成为全
国木根雕生产和交易集
聚地，推动了根雕文化
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闽侯县上街镇党委
书记张艳明介绍：“该镇
在发展根雕产业中努力
融入旅游文化元素，引进
现代商业模式，打造出集
根雕展示、商业交易、大
师创作、作品拍卖、培训
技能、旅游业态等为一体
的模式，建成了福建省最
大、名列全国前茅的根雕
展示交易平台。”

为做大做强根雕产
业，推进旅游业发展，上
街镇努力促使产品向工艺品、奢侈品、收藏品
转型。闽侯县上街根雕展示中心由三座弧形
建筑组成，正中立面硕大的“艺”字引人注目，
具有中式风格与精雕细琢的闽式建筑元素，凸
显浓厚的文化气息。这一富有文化内涵的地
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前来观赏，同时拉动了酒店餐饮、根雕销售以
及旅游项目的合作。

镇长何晨东介绍说，为更好促进雕刻工艺
品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优越的平台，2014年，闽
侯县开始建设中国闽侯根雕城，建设成中国闽
侯根雕产业创意园，形成前店后厂、下店上厂
的模式，根雕城设有博物馆、展示馆、大师工作
室等，引进物流、拍卖、银行、旅游等各种业
态。这里集根雕产品研发、文化创意、生产加
工、观摩销售于一体，与根雕展示中心相互依
托互为弥补，成为根雕文化产业发展腾飞的一
对翅膀。如今，闽侯县有近1000家根雕企业和
作坊，从业人员3万多，年交易额约30亿元，占
整个国内市场约80%。

近年来，闽侯县在发展根雕产业中注重营
造文化氛围，融入游乐元素，先后举办了“木
之默·诗之歌”诗歌朗诵会，海峡两岸“闽侯赞美
诗”诗词征集活动以及“游闽侯、看根雕”等活动。

笔者近日来到闽侯根雕城，与几位根雕工艺
大师交谈，他们认为，讲究文化是提升根雕产业
的重要动力。根艺讲求文化意蕴是根雕艺术的
生命力所在，融合了旅游元素，能加深文化根雕
的内涵。从立意构思到用料选材，从精心创作到
产品展示等方面，根雕文化始终贯穿在根雕产品
中。根雕产品要力求雅俗共赏，题材丰富，产品
多样，富有创意，并为旅游工艺品拓出新天地。

近日，2019中国·宝丰乡村振
兴高端论坛暨“一带一路”宝丰文
化旅游大会在河南省宝丰县举
办，专家学者把脉宝丰的乡村振
兴和文化旅游。

宝丰县地处中原的文化沃
土，蕴含丰厚的特色文化资源，有
以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为代表的汝
瓷文化。汝瓷是华夏名瓷，享誉
世界；有以香山寺、父城遗址、白

雀寺为代表的观音文化；有以马
街书会为代表的曲艺文化；有以
赵庄、肖旗、商酒务为代表的魔术
文化；还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
央中原局、中原军区司令部、中原
军区政治部等旧址群为代表的红
色文化等。

近年来，宝丰以打造豫西南
一级游客集散地为目标，按照“靓
丽县城、美丽乡村、全域景观”的

发展思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去年全县累计旅游接待人数 35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5 亿元。
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基本形成，
旅游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龙头地
位和对全县经济社会的拉动作用
日益突显。

据悉，宝丰未来将传承特色
文化，挖掘整合资源，坚持以人为
本，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大力繁
荣发展文化旅游事业，培育特色
文化业态，让文化旅游释放产业
红利，让特色文化和美丽乡村变
成生态福利，形成“文化宝丰、近
悦远来”的全域旅游。

这里生态资源丰富，风光神奇秀美，
文化灿烂深厚。身边的险峰古树都弥足珍
贵、常谈的故事传说都蕴藏价值。湖北省
十堰市茅箭区正在描绘“处处好风景”的
美丽画卷。

曾经的马赛路坡陡弯急道窄、车辆颠
簸难行，游客来过一趟就不想再来第二
趟。新修的马赛路“景绕路旁、路融景
中”，沿途秦巴生态植物园、马家河水
库、桃花湖、泰山观等景点如珠嵌玉带，
自然风光如画卷般唯美，楼台轩榭掩映湖
光山色之间、农家气息小院点缀山野，自
行车绿道、休憩驿站、观景平台方便近距
离感受自然之美，真正是“车在路上行，
人在画中游”。

秦巴生态植物园是十堰市首个以生态
冠名的植物园。置身山谷花海，金丝楠木
群、千年紫薇林、趣味枫林、盆景园、紫
藤花廊、芙蓉塘等景点与多个主题花田相
互映衬，如童话世界般美丽。

集“华山之险、张家界之幽、黄山之
秀、神农架之奇”于一身的赛武当风景
区，是湖北省唯一小而全的山岳风景珍
品。景区自然风光气势磅礴、险峻秀丽、
峰峦叠嶂，东西绵延“万笋朝天”式的峰
丛，主峰与道教圣地武当山翘首相望，普
陀峰、青岩峰、蜡烛峰、姐妹峰等主要景

点形态逼真、各具特色，成为游览、度
假、探险的胜地。

追随游客体验乡村生活的步伐，茅箭
区把农居改造成民宿，吸引大量游客吃土
灶饭、住农家屋、赏田园景，体验“偷得
浮生半日闲”的慢时光。桃源人家装饰风
格雅致脱俗，配套建设的桃源客栈、子衿
染坊，营造了独特的民宿文化氛围；蛙声
十里、休休堂作为湖北首家亲子民宿，以

“蛙”为主题，以荷塘为装扮，成为亲子
游的栖息地。山里猫居的“猫”主题文化
浓郁，有瑜伽教学、民谣演唱、陶艺体验
等，让单调的日子变得自由温情。茅箭的
特色民宿为游客“看见山、望见水、记住
乡愁”提供了平台。

茅箭的全域旅游不仅绘就了“处处是
风景、处处能留影，处处能欣赏、处处有诗
意”的美丽画卷，更为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新引擎。2012 年至 2018 年，茅箭
年接待游客人次由 531 万增至 1050 万，年
收入由50.4亿元增至145亿元。80%的贫困
群众依靠旅游脱贫致富。茅箭通过发展全
域旅游，把道路、住房、河流、山水都当做景
观打造，现在茅箭南部山区路阔、房美、水
清、林立，乡村美、景观靓，已成为美丽乡村
的示范区。游客可春日赏花、炎夏避暑、秋
高拾叶、寒冬踏雪，尽享四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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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旅行走向大众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记者从多家旅行社
了解到，今夏的亲子游、避暑游、休闲游等多
种出游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
的假期我做主，定制旅行受青睐。

对于游客来说，定制旅行的吸引力何
在？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所博士张杨告诉记
者：“相较于传统跟团游，定制旅行可以根据
游客需求，自由定制行程，行中可自由调整，
实现深度体验。相较于完全自由行，定制旅
行服务商可提供完整合理的行程规划，及时
协助应对行中突发情况，保障游客安全，协调
克服语言、文化等障碍，让自由行更加自由。”

《报告》指出，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末，
是中国入境游蓬勃发展的时期，外国游客入
境享受的服务多带有定制元素，可视作定制
旅行的自发萌芽期。从2000年到2012年，中
国高端定制旅行市场进入培育期并得到发
展。自2012年开始，世界邦、六人游、指南猫、
无二之旅以及平台企业如携程定制等，针对
大众定制市场的机构出现，让定制旅行开始
走向大众。2016年开始，定制旅行驶入快车
道，进入到大规模定制的探索与尝试阶段。

“定制旅游不是新鲜的东西，它一直存
在，但只有它能够为更多大众所享用的时
候，才是定制时代的到来。”张杨说。携程
旅游提供的数据显示，除一线城市外，更
多城市的游客选择定制旅行。无论国内游
还是出境游的定制价格已降低，这表明更
多的游客可享受到定制服务。

如影随形个性服务

凯撒旅游副总裁汪辉告诉记者：“我们
接待过这样的消费者，一位旗袍设计师提
出想到日本选购旗袍面料，并在当地采买
布料。一些客人提出要去南太平洋实现探
秘梦想之旅。消费者需求层出不穷，定制

市场空间巨大。定制游已成为出境游中增
幅最快的旅行方式，增长率达到 70%以上；
国内游中定制出行占比也逐渐扩大，且国
内主题游定制成为趋势。”

“定制旅行呈现给客人的旅游体验是私
密化、社交化、主题化，不限人数，可以
独立成团，价格也很清明。”携程定制旅行
业务总经理谢兆圣说。游客只需在线提交
一份定制游需求，提供出行人数、每日预算
和兴趣点等细节信息，携程就根据需求，匹
配合适的旅行定制师以及相应的供应链。

伴随定制旅行的兴起，旅行定制师应

运而生，成为一种新兴职业。汪辉认为：
“旅行定制师要熟悉目的地的历史文化与风
土人情，具备长期丰富的旅游操作经验，
具有专业的旅游产品研发和定制能力，是
旅游业的集大成者。”

中青旅自由行副总经理檀捷认为：“定制
旅行是有温度的旅行，专业设计师要给客户
带来有温度的体验。定制旅行需要给消费者
如影随形的旅游服务，既自由又有保障。”

在当前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定制旅行并
非只是提供单纯的旅游服务，消费者对综合
性的文旅生活有更高的诉求。汪辉介绍：“凯
撒旅游正在发掘并培养‘专家型定制师’队
伍，深入音乐、艺术、美食美酒、体育、康养、禅
修、茶艺、服饰、时尚、古玩、新零售等领域，并
邀请非遗领域的传承人及专业人士进驻定制
平台，满足消费者更专业多元的需求。”

定制提升旅游品质

每个人都有定制个性化旅行方式的需求
和权利。在过去几年中，定制旅行已成为市场
主体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拉动力之一。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向记者表示：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和国民旅行经验
的成熟，选择自由行的人越来越多，游客不
再是纯粹的消费者，而会介入目的地选择和
产品设计，但是游客用于信息搜寻、价格比

较、目的地决策、小交通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所以仍需要旅行社的新型专业化服务。定
制旅行正是从消费者主权出发，依托旅行商
的专业化运营，在分众和分层基础上，为旅
游者提供品质服务的商业模式。”

戴斌强调，定制旅行是大众旅游从初
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演化的必然要求，也
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不能把
定制旅行与大众旅游对立起来，团队旅游
也有高端产品，定制旅行也有大众市场。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定制旅行在入境游
市场高速增长，海外游客更愿意选择定制旅
行。近两年海外定制游客的接待量迅速增
长。携程定制旅行平台2018年接待海外游客
的数量是往年的4倍。

“6月，凯撒旅游接到一位俄罗斯游客的
定制需求，他是艺术爱好者，希望除了游览
中国知名的美术馆和艺术馆，还能与中国的
国画大师学习交流。在入境游客中，选择定
制旅行的比例高达90%。”汪辉介绍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行经验
的丰富，定制旅行市场将面临分层、分众
的趋势，消费者需要更多的品牌线路和品
牌产品。同时，定制旅行需要权威的第三
方评价。据悉，中国旅游研究院将与有关
机构合作，定期发布旅行服务业的年度关
键词、目的地类型、新线路和新产品，并
致力于打造旅行服务的风向标。

我 的 旅 行 我 做 主
定制旅行迎来风口

本报记者 赵 珊

从从““能去哪儿能去哪儿””到到““想去哪儿想去哪儿”，”，从看从看““风景风景””到享到享““体体

验验”，”，中国游客的旅行观念和旅行方式在发生着深刻的中国游客的旅行观念和旅行方式在发生着深刻的

变化变化。。我的旅行我做主我的旅行我做主，，催生出定制旅行催生出定制旅行。。不同于跟团不同于跟团

游游、、自由行的旅游方式自由行的旅游方式，，定制旅行从消费者需求出发定制旅行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是是

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演化的必然要求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演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了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了《《中国定制旅行发展报告中国定制旅行发展报告

（（20192019）》（）》（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指出，，定制旅行已从概念走定制旅行已从概念走

向市场向市场，，从高端走向大众从高端走向大众，，定制旅行时代正在到来定制旅行时代正在到来。。 图片来自百度图片来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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