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星旅游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建农：

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海南文旅产业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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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林

全国两会期间，三亚国际音乐节火了起
来，沈晓明代表赞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正面教材”。一个为期 3 天的音乐节，缘何吸
引了国内外数万名音乐迷？笔者认为，主要原
因就在于其所展现的独特文化创意。虽是音
乐节，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极大创新，鲜
明体现了当地民俗文化、“候鸟”文化、美食文
化等特色文化。可以说，是文化创意让三亚国
际音乐节魅力十足。

当前，文化创意正成为拉动消费的一大卖
点。正像与会代表所言，如今，“人们更愿意花
高价钱买好东西”。何为好东西？就是个性化、
多样化、品质化的产品和服务。个性化、多样
化、品质化从何而来？就来自于独特、别致的文
化创意。文化创意新颖，消费者就会乐享其中，
在口耳相传中，品牌、口碑自然就会立起来；倘
若文化创意平庸，体验就如同“白开水”，消费者
无从回味，更不会再次光顾。

作为旅游大省，海南对此有着更深刻体会。
以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为例，《槟榔·古韵》旅游
演艺为何获得游客交口称赞，甚至跨国巡演？这
是因为它深入挖掘、生动再现了海南黎苗文化的
精粹。一台实景演出，汇集钻木取火、织黎锦、唱
情歌、苗捏、舂米、打柴舞等多种元素，犹如展示黎
苗文化的全景窗口。感动观众的，不是华丽的道
具、耀眼的灯光，而是演艺背后的文化创意。

推动文化创意，海南优势明显。首先，需求旺
盛。作为国际旅游岛，海南要打造世界一流海岛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打造国际消费中心，这为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其次，资源丰
富。经过长期历史演进，当前的琼岛大地，呈现出
海洋文化、黎苗文化、生态文化、南洋文化、红色文
化等各类文化相融相生的繁荣局面，为文化创意
产业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当前，海南已有不少
成功的经验，如呀诺达、三亚千古情、椰雕等品牌
景区、演艺、商品，为我们深挖文化创意提供了经
验借鉴。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创意是打开旅游消
费的“密钥”。坐拥一流的生态环境，我们要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深挖文化资源，厚植文化底蕴，用
文化创意点“靓”全域旅游、赋能国际旅游岛，努力
形成与一流生态环境相匹配的一流品质生活。

用文化创意
赋能海南国际旅游岛

本报保城 3月 15 日电 （记者贾磊 通讯员
张自敏）“到了槟榔谷，才知道黎族文化的博大精
深。”今天上午，参观完保亭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
区后，来自甘肃的游客张银杰有感而发。

当天上午，刚刚参加完2018年全球旗袍春
晚暨海南颁奖盛典的佳丽们，相约一起到槟榔
谷景区体验黎族苗族风情，感受热带雨林景
观。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佳丽们认识了“最毒的
植物”见血封喉树，看到了“最古老的衣服”树
皮衣，倾听了海南最后一代绣面文身阿婆们的
传奇故事……

在景区内，年过七旬的符金花阿婆正认
真地编织着黎锦，熟练的技艺让现场的游客
连声称赞。“看似简单的一条黎锦，竟然需要
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织制，太了不起
了。”张银杰说。

符金花还是黎族最后一代绣面文身女性之
一。在景区，像符金花一样的老人有很多，在景区
负责人吉贵看来，他们才是景区的文化瑰宝。

“槟榔谷之所以能吸引游客，就是因为拥有
丰富的民族文化，包括绣面文身、黎锦、鼻箫、银
器制作、陶器制作、编制工艺等，我们把老人从村
里请到了景区里，景区里有了这些宝贵的文化载
体，才是最纯粹的黎族苗族民俗文化。”吉贵说。

保亭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文化+旅游,
让景区更具独特魅力

两会聚焦

两会快评

访谈

基层连线

代表委员为促进海南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出实招

以特色吸引游人 用文化留住来客

国务院机构改革
方案提出，组建文化和
旅游部，不再保留文化
部、国家旅游局。国务
委员王勇在答记者问
时表示，国务院作出上
述调整，旨在“推动文
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
游业融合发展”。

出席全国两会的
我省全国人大代表和
住琼全国政协委员普
遍认为，这意味着文旅
融合已成现实发展方
向。“用文化的理念发
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
传播文化”这种趋势将
更加明显。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刘操 罗霞

近年来，我省旅游业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顺
利开展。2017年，全省旅游经济整
体呈现“旺丁更旺财”的大好局面
——全年接待游客6745.01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实现旅游总收入
811.99亿元，同比增长20.8%，旅游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升。

杨莹代表认为，这与我省深入

实施“旅游+”工程，加快旅游业与文
化、体育、农业、医疗健康等产业融
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作
为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她对旅游业发展规律有着深
刻的认识：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
间的竞争不仅是资源的竞争，更是
文化的竞争。只有充分挖掘特色文
化，并赋予旅游产品更多文化价值，

这个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的发展
才更具可持续性。

苻彩香代表对此表示赞同。她
举例，近年来，海南旅游业与少数民
族文化紧密结合、共赢发展，已经产
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帮助少数
民族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效载体。例
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寒村原来
是该县最贫困的村庄。但通过开展

旅游扶贫试点工作，大力推动文化与
旅游融合发展，什寒村围绕“吃住行
游购娱”推出的乡村旅游产品，吸引
了大批游客纷至沓来。2016年，什
寒村村民人均收入达13721元，高于
全省农民人均收入水平。

如今，我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
村庄效仿什寒村端起了乡村旅游的

“金饭碗”。

海南文旅融合成果初显

尽管海南文旅结合成果初显，但
代表委员们也提出，当前，海南部分
文化旅游项目仍有不足，比如，将“融
合”片面理解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的简单组合，对文化旅游资源的认知
层次和开发利用率相对较低等等。

羊风极委员是白沙黎族自治县
打安镇副镇长。他告诉记者，打安镇

位于海南生态核心区，拥有丰富的生
态、民族、红色文化资源，但目前还没
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加快文化与旅
游融合发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是我们发展面临的一大重要课
题。”他希望，白沙等中部市县尽快行
动起来，利用丰富资源打造文化旅游
项目，为中外游客提供能够体验当地

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生产生活方式
的互动式旅游服务。

林安委员则说，近年来，昌江黎族
自治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放大区位优
势，依托山、海、湿地、温泉、木棉、黎乡
文化等资源，提出了“一线一带一中心”
的旅游发展格局，积极开展“山海黎乡、
纯美昌江”山海互动旅游目的地建设，

尝到了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甜
头”。他建议，昌江进一步把少数民族
文化融入旅游产品，比如，更深入地将
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与“昌化江畔
木棉红”主题活动相结合，让游客既能
看到漂亮的木棉花，又能感受到浓郁
的民族风情，还能参与到竞技活动、对
歌比赛、织锦制陶等民俗活动中来。

文旅项目要真正体现融合

“要把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优势
转变为发展优势，全力推进全域旅
游。”苻彩香代表提出，海南要注重
点、线、面相结合，加快推进特色村寨
建设，将特色村寨打造成集“吃住行
游购娱”为一体的景点。可以借“美
丽海南百镇千村”工程之力，把少数
民族文化元素融入新型城镇化和新

农村建设，打造一批展示海南精神文
明建设成果、独具海南文化魅力、赢
得市场广泛认可的旅游文化精品，以
特色吸引游人，用文化留住来客。

朱鼎健委员则表示，希望有更多
新兴文化为海南旅游发展助力。他举
例，伴随互联网技术和文化创意产业的
不断发展，“卖萌”文化已经渗透到旅游

推广领域，创造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通过“卖萌”，严肃的故宫博物院变得时
尚又接地气，其淘宝店还创造了不错的
销售业绩；同样通过“卖萌”，全球知名
的卡通形象麦兜得以担任“优质诚信香
港游”形象大使，通过网站、展览活动及
动画短片推广香港特色旅游。

“要充分利用文化的力量，多样

化、多形式地宣传海南旅游产品。”朱
鼎健认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宣传也
可以立足本地文化特色，融入动漫、
卡通等时尚元素，把海南国际旅游岛
当作一个大IP（可供多维度开发的文
化产业产品）进行推广，打造出更加
特色鲜明、更有活力的国际旅游岛形
象。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

为旅游产品注入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时下，海南对打造国际知名旅游
目的地雄心勃勃。2017年，海南发布
的《海 南 省 旅 游 发 展 总 体 规 划
（2017—2030）》提出，至2025年建成
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至203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旅游
目的地。

如何将海南建设成世界一流的
国际旅游目的地？钱建农认为，海南
应当进一步丰富国际化产品供给，提
升国际化服务水平，优化国际化环
境，满足更多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其
中应该以更开放的眼光看待文化与
旅游项目，加大文化产业的挖掘力
度，“‘旅游+文化’的无缝衔接不但
能够丰富海南旅游业态，也将大大提
升海南文化旅游魅力。”

今年 2 月 1 日，在复星旅游文
化集团的推动下，加拿大国宝太阳
马戏制作的舞台剧《阿凡达前传》
登陆三亚。2 月中旬至 3 月初，拥
有 3600 个座位的《阿凡达前传》在
三亚的上座率超 70%。“已经超出
了我们的预期。”钱建农透露，演艺
秀要取得较好的市场口碑一般需

要较长的预热期，而阿凡达秀仅仅
用了不到1个月的预热期就取得了
骄人成绩，“这足以证明海南旅游
演艺市场潜力巨大。”

“海南自然资源包括基础设施
在全球旅游目的地中处于前列，但

存在产品同质化、品位不高等问题，
休闲度假领域仍有很多空白。”钱建
农坦言，海南与巴黎、拉斯维加斯等
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仍然存在较大
差距，尤其是在旅游演艺等文旅产
业上，“如红磨坊、太阳马戏不仅是

巴黎、蒙特利尔等国际旅游目的地
的靓丽名片，其本身也是世界级文
化品牌，海南也需要打造自己的国
际知名文化品牌。”

钱建农说，海南打造自己的国
际知名文化品牌，需要“远近结合”
考虑，既考虑打造长久不衰的旅游
演艺品牌，又要开发出具有特色、趣
味的短期旅游演艺节目，培育旅游
演艺市场，打通旅游演艺制作、运
营、推广等各个环节，建立一条完整
的文化旅游产业链，从而把握市场
脉搏。

“新时代，海南旅游演艺大有可
为。”钱建农表示，复星旅游文化集
团目前已在海南引入地中海俱乐
部、亚特兰蒂斯酒店、太阳马戏等国
际品牌资源，未来还会将复星旅游
文化集团华南区总部设置在海南，
继续引进更多国际旅游品牌，推进
旅游综合体建设，“我们还将针对海
南的人文风情，开发适合海南旅游
市场的旅游演艺产品，为海南旅游
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三亚3月15日电）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显
示，将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不再
保留文化部、国家旅游局。

“文化旅游部门的融合，说
明文旅融合已经成为发展方
向，将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扫
除机制障碍，这对海南文旅产
业的发展是一次机遇。”复星集
团全球合伙人、复星旅游文化
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建农今天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旅游演
艺是全域旅游和文化产业链中
的重要一环，海南目前亟需培
育更多知名的旅游演艺品牌，
挖掘文化旅游市场的巨大潜
力，从而推动海南旅游的“本土
化+全球化”。

■ 本报记者 袁宇

三亚千古情景区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太阳马戏阿凡达秀为三亚旅游市场注入了强劲的活力。本报记者 王凯 摄

外国游客在槟榔谷景区游玩。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潘达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