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梦

谈
海
南

既然我曾经从这里走过，那么我和我的
企业应该去回馈这片土地，我是抱着对海南
文化的虔诚和对三亚这座城市的情感，甚至
是一种责任来做千古情景区和节目的。

站在新的时间节点，海南新的大幕已经
拉开，我也衷心期望海南未来会更加美好！

谈
旅
游

很多的探索都是有意义的，文化与旅游融
合一定会有大市场。

旅游文化很复杂，涉及造型、建设、定位、规
划、管理等，缺一不可，市场的认可会留下精品。

谈
文
化

文化演艺不接地气，两脚不站在土地上，
是很难打动人的。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中国人对
文化的自信，对世界的责任，让中国文化能走
向世界。

谈
梦
想

来到天涯海角，没有退路，这种坚韧不拔、克
服一切困难，去创造、创新的精神，是我闯海那几
年最深刻的体会，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巧灵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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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南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型主题活动

联合主办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复星集团

扫码听一听黄巧灵
讲他与海南的故事

核心提示

三亚“千古情”系列演艺作品总导演、总策划黄巧灵见证海南旅游发展30载

“千古情缘”海南梦照进现实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黄媛艳

人们或许不熟悉黄巧
灵，但位于南海之滨的三
亚天涯海角景区几乎无
人不知晓。“南天一柱”的
古老传说，开启了人们对
中国唯一热带滨海岛屿旅
游的无限遐想。

“在海南，我收获了人
生中的第一桶金——不留
退路、坚韧不拔、克服一切
困难往前冲的精神。”近
日，宋城集团董事局主席、
“千古情”系列演艺作品总
导演、总策划黄巧灵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从 1988
年在三亚天涯海角创建了
首个旅游度假村，再到创
新旅游模式打造宋城“千
古情”旅游演艺王国，黄巧
灵30载的奋斗拼搏，以及
在旅游事业中迸发的奋勇
闯荡的精神动力，得益于
这片改革开放、青春勃发
的琼岛大地。

机遇，总是青睐有所准
备的人。2013年，黄巧灵
在旅游业摸爬滚打了大半
辈子，经过多年酝酿、紧张
筹备，以“主题公园+文化演
艺”为创新卖点的三亚千古
情景区揭开面纱，打破三亚
“白天看海，晚上睡觉”的传
统旅游格局，为当地旅游业
开创了新局面。

30载的追梦天涯路，
30载的砥砺前行，他倾注
青春种下的“千古情缘”
梦想种子，在海南这片发
展沃土生根、发芽、茁壮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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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迈向新发展时期的海南，

是黄巧灵筑梦的摇篮，那么三亚天涯海

角，便是他梦想种子生根发芽的沃田。

1988年，三亚提出把旅游产业作为

主导产业，围绕发展旅游产业，搞好旅游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这对于黄巧灵来说，无疑是一大利

好消息。就这样，他与七八个闯海人一

起成立起天涯海角实业有限公司，发展

天涯海角首个度假村和海滨浴场，成为

海南旅游首批投资者。

作为中国最大民营旅游投资
集团的掌门人，黄巧灵成功打造了
宋城“千古情”系列主题公园，所导
演的《宋城千古情》成为目前世界
上演出场次最多和观众接待量最
大的剧场演出之一，被业界誉为

“中国旅游演艺导演第一人”，打造
的宋城集团总资产突破 700 亿元
人民币……

然而，这个故事再往前追溯，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国内旅
游演艺含金量最高的导演之一，
当时决定投身发展旅游事业，仅仅
源于“想去海南闯一闯”的念头，事
业启动资金只有东拼西凑来的
2000元。

如此勇气，始于那个躁动的
1987年。“我在一个报告会上听到
海南要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
令我心潮澎湃，当天便决定要去
海南闯一闯。”黄巧灵说，当时，他
任浙江省丽水市新华书店总经
理，前途一片大好，做出这样冲动
的决定或许源于那个时代强有力
的感召力。

次日，黄巧灵正式向单位递上
了辞职信，揣着2000元，乘坐绿皮
火车一路向南，越过琼州海峡来到
风景如画的海南。

海南初印象，着实颠覆了这位
内陆青年关于滨海城市的想象：“从
来没见过像宝石一样蓝的大海，当
地人非常淳朴善良，‘三轮车’穿梭
在大街小巷，黎家青年对唱的山歌
悦耳动人，椰风海韵、黎苗风情令人
沉醉。”

更令黄巧灵着迷的，是在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社会经济
加快发展的脚步，以及不约而同
汇聚于此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学者和大学生们那充满朝气的
面庞。

“站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
超前试验的基地，共同见证、参与
到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我们要走
的是前人未走过的路，要做的是前
人未做过的事。”黄巧灵回忆，1988
年 4月，在海口举行的海南省委、
海南省人民政府衔牌悬挂仪式上，
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手持花团彩
带的少先队员们跳起了欢庆的舞
蹈，醒狮队在节奏明快的鼓点声中
腾跃起舞，他站在人群中，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

那时，兜里余额只有千把块
钱，为了生活，他开始运用自己在
创意、构思方面的才能，为企业做
营销策划赚钱。

然而，这并非他的夙愿：“我是
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身上流着探
索、创新、闯荡的血液。”

亦是那一年，海南以敢闯敢试
的特区精神，大刀阔斧地推进改
革开放，缩小政府的行政干预职
能，扩大社会功能，激发社会活
力，市场机制得到迅速发育，为像
黄巧灵这样奋勇向前的“闯海人”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

如果说，迈向新发展时期的海
南，是黄巧灵筑梦的摇篮，那么三亚
天涯海角，便是他梦想种子生根发芽
的沃田。

一路南下，黄巧灵与同伴们来到
三亚。当到达天涯海角时，椰林、沙
滩、大海、礁石……他被眼前的美景震
惊了，“大自然竟还有这样的瑰宝！”他
甩掉鞋袜，把背包丢向大海，兴奋地拥
抱浪头，感受无边无际大海的宽阔、魅
力，振臂高呼：“天涯海角这地方，我太
喜欢了！”

黄巧灵这一生注定是要交给波澜
的。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内心萌动：

“海南拥有天涯海角这么好的资源，一
定能吸引很多人，成为知名旅游目的
地。”

1988年，三亚经济基础相当薄弱，
仅有一条解放路，处于百业待兴的阶
段。亦是在同年，三亚时任市委班子
提出把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围绕
发展旅游产业，搞好旅游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

这对于黄巧灵来说，无疑是一大利
好消息。就这样，他与七八个闯海人一
起成立起天涯海角实业有限公司，发展
天涯海角首个度假村和海滨浴场，成为
海南旅游首批投资者。

没有住的地方，黄巧灵和工人们
搭起简易帐篷；缺少建筑材料，他们从
竹林就地取材，一捆一捆地扛回来；没
有水，大家一起挖井，手上满是血泡，
挖到20余口井时终于找到水源；缺乏
资金，团队从渔民那收来海鲜，靠卖海
鲜贴补发展资金……

开业前，黄巧灵提着一桶油漆，将

被风雨吹打得斑驳的“天涯”“海角”重
新刷了一遍。一切准备就绪，正是在
1988年，天涯海角度假村和海滨浴场
顺利开张了。

白天，游客玩水、游乐，晚上则体
验竹竿舞、沙滩舞等海南特色文化。
在黄巧灵的巧思下，天涯海角颇具琼
岛特色的体验旅游项目受到热捧，初
具旅游文化意味，吸引了不少来自香
港、新加坡等地的观光客。

“除了大自然资源之外，一定要注
入文化内涵，这样的旅游才有生命力。”
凭着8角钱一张门票收入，黄巧灵的度
假村月均收入达千余元，春节旺季期
间，月收入更是破万元。

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比如一
场突如而来的台风，令基础设施遭到破
坏，客流量锐减。“最艰难的时候是有一
年春节，几十个人同吃一锅面，加两个
鸡蛋糊一糊，便是年夜饭了。”黄巧灵回
忆道。

不过，在其看来，当初在海南一切
的探索、尝试都是那样有意义，闯海经
历是他人生中的宝贵财富：“迎接海南
改革开放大浪潮，10万人才下海南，也
遇到梦想破灭时，不是谁都能坚持下
来，打拼事业非常不易。”

上世纪90年代初，因职业发展原
因，黄巧灵离开海南，回到浙江老家。
即便如此，黄巧灵并没有放弃海南的
旅游梦：“来到天涯海角，没有退路，这
种坚韧不拔、克服一切困难，去创造、
创新的精神，是我闯海那几年最深刻
的体会，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桶
金’。我当时便立下目标，一定会再回
到海南！”

正是海南改革开放洪流所激荡出
的市场生命力，琼岛旅游人孜孜不倦的
奋勇拼搏，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
海南旅游发展打造了坚实基础，海南旅
游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海南旅游的新篇
章迅速开启：

国内首家五星级度假酒店——凯
莱度假酒店建成并营业，国内首个国际
邮轮专用码头建成，推动“离岛免税、航
权开放、26国免签、空域开放”等优惠政
策落地，打造全球最大单体免税店，创
新“四位一体”治旅模式，成立我国首支
旅游警察支队……

海南旅游迎来了飞速发展时期，旅
游产业质效齐增，旅游新业态各美其
美，由单一的滨海旅游，逐渐发展成为

“蓝绿”资源互补的山、海、空旅游，蜈支
洲岛、西岛等一批新兴景区相继开放，
传统观光旅游模式逐渐转变成互动式、
体验式的旅游模式。

亦是在这段时间里，黄巧灵积极发
挥其在海南做旅游的经验，在杭州打造
了宋城千古情景区，创新“主题公园+文
化表演”旅游新模式，“给我一天，还您
千年”的广告口号响遍全国，刷新了国
内主题公园游客入园量新纪录，迅速占
据国内旅游文化市场新高地。

宋城发展的秘诀是什么？是文
化！他深知“文化与旅游融合一定会大
有市场”，他亦认为“文化演艺不接地气
难以打动人。”

多年过去，宋城集团布局全国市
场。然而，更牵动着他内心深处的，是

其对大海彼岸这座明珠琼岛的深厚情
丝，是令其振奋的海南欣欣向荣的经济
发展局面，指引着他去延续天涯海角的
旅游梦——

2013年，经过多年来艰苦采风、创
作、规划，黄巧灵将“千古情”系列从浙
江带回三亚，成功建起琼岛首家旅游主
题公园，融入了海南特有的黎族苗族文
化、历史典故，打造旅游演艺产品，打破
三亚“白天看海，晚上睡觉”的传统旅游
格局。

再回海南，黄巧灵笑称自己“起了
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他说，游客滴水
之恩，将以涌泉相报，海南将成为宋城
集团战略布局的优先选项。

2018年，站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年节点，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不拘泥于现状的黄巧灵又孕育了新
的梦：“我们将在海南探索打造海滨
度假项目，打造一场以大海、一带一
路建设为主题的实景演出，演出形
式、表现手法将较千古情模式有很大
的颠覆。”

的确，30年的改革开放，在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引
领下，这座孕育着无数人梦想的岛屿，
正加速度向前发展，焕发出勃发的生命
力，昂首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如黄巧灵，一代又一代一往无前
的“闯海人”，犹如一个个动人音符，在
海南改革开放的和弦中，奏响春天的
旋律……

（本报三亚2月28日电）

南下琼岛沙海淘金
时代感召“想去海南闯一闯”

成为海南旅游首批投资者
“天涯海角这地方，我太喜欢了！”

与海南旅游新时代同频共振
深耕本土文化打造旅游演艺王国

筑梦

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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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巧灵。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黄巧灵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