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来自10余个国家的
数百名舞者打造海口长
影环球100奇幻乐园狂
欢秀；三亚千古情景区驻
场演出讲述琼岛传奇；三
亚水稻国家公园巧妙运
用自然山幕、稻田花海、
黎族村寨风光推出《田野
狂欢》山水实景演出……
如今，随着文化消费需求
转型升级，结合琼岛自然
风光与人文历史等特点，
一系列特色旅游演艺项
目相继登台亮相，渐成文
旅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力补充、延伸和提
升着旅游体验，推动观光
休闲向深层次、沉浸式、
立体化旅游互动体验模
式发展，成为海南旅游消
费新增长点。

带动旅游产业联动发展

春节7天，揽客近12万人次。今
年春节黄金周，于节前新开业的三亚
海昌梦幻不夜城接待数据令人惊喜，
游客接待量与三亚不少传统景区持
平。

在激烈的春节旺季旅游市场中，
新晋景区如何抓住游客的心？“景区打
破了以往的主题公园‘大门票’经营模
式，采取开放式街区的形式，春节期间
每天推出30余场环球风情演艺，全天
候制造不同的惊喜点，吸引游客驻足，
刺激旅游消费。”三亚海昌梦幻不夜城
工作人员王媛媛说，旅游演艺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游客粘性，逗留时间延
长，推动在旅游餐饮、游乐设施等方面
的消费升级。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于日前发布
的《2017-2018中国旅游演艺发展研
究报告》显示，旅游演艺项目的观众构
成以全年龄段游客为主，其中，20-40
岁人群是旅游市场最大消费群体，80
后、90后新生代父母对个性化、主题化
亲子游产品的消费需求旺盛。因此，
通过打造旅游精品项目，对旅游消费
主力军的精准把握，将有力推动旅游
消费升级，带动旅游产业联动发展。

“《C秀》是我们继引入舞台剧《阿
凡达前传》后在三亚推出的又一旅游
演艺项目。不同的是，此次《C秀》与
亚特兰蒂斯酒店、水世界、水族馆、国
际会展等业态实现巧妙融合，能让游
客感受到一站式旅游度假体验。”复兴
泛秀演艺总经理陈丹说。

以 深 蓝 色
为主色调的舞
台上闪烁着炫
目的灯光，声、
光、电高科技手
段营造出烟雾
和水面相结合
的神秘幻境，水
中芭蕾、花式跳
水、空中艺术、
杂技等多种表
演形式巧妙融
合……今年春
节黄金周，海南
旅游市场又添
新产品，复星旅
游文化集团推
出我省首个采
用海陆空3D立
体水舞台剧场
剧目——大型
原创驻场秀《C
秀》，以奇幻的
舞台、精彩的剧
情、精湛的表演
赚足游客的眼
球。春节开演7
天，接待游客1.8
万人次，平均上
座率近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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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场演出、实景演出、主题公园演出等演艺精品抢滩海南旅游市场

旅游演艺:文旅融合绽放异彩

旅游商品提质升级

咖啡浓香，音乐悠扬，位于海
口市城西路的兴隆咖啡（海口）旗
舰店内环境典雅而不失温暖，不少
游客专门为“兴隆咖啡”而来。“还
是老味道，却是新体验。”来自上海
的游客王珂每次来海南，总会买上
一些兴隆咖啡带给亲朋好友，而在
这个海南首家兴隆咖啡品牌店里，
从门口的咖啡树到咖啡豆拼成的
艺术墙，再到独特焙炒方式展示，
让她充分感受到兴隆咖啡的文化
魅力所在。

近年来，我省旅游商品发展可谓
迅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目
前海南省专业旅游商品企业已超过
170家，旅游商品品类发展到包括旅
游食品、旅游茶品、旅游饮品、旅游化
妆品、旅游工艺品、旅游纺织品等20
大类。当几十年不变包装的椰子粉
装进奶茶杯、诺丽果成为面膜、连感
觉昂贵的沉香也成为肩颈贴……越
来越多具有实用性的海南旅游商品
获得业界认可，也逐渐走进游客视
野。在2018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

上，我省参赛商品再创佳绩，金奖总
数及获奖总数均列全国第二；2018年
1-10月，我省大力推动的“海南礼
物”旅游商品平台线下累计实现销售
收入逾1亿元，同比增长43%，椰油
膏和椰壳餐具成为人气产品，地域特
色更足、实用性更高的旅游商品倍受
欢迎。

产业发展动力十足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本土企业的
参与使得我省旅游商品逐步迈向市
场化、品牌化，产业发展焕发出强大
的生命力。

扇贝造型的风味巧克力、菠萝蜜
加工制成的起泡果酒、冻干水果豆系

列婴儿辅食……万宁兴隆热带植物园
科技产品展销厅的12个系列140多
种旅游商品琳琅满目，让游客尽兴“买
买买”。“我们结合海南物产和市场需
求，每年都会更新3至5款旅游商品。
此次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
究所兴科公司在海口开设兴隆咖啡旗
舰店，进一步打造兴隆咖啡品牌，便利
游客购买心仪的伴手礼，为游客提供
更具体验感的旅游产品服务。”万宁兴
隆热带植物园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
年该园区旅游商品销售额近6000万
元，春节期间更是销售火爆。

在机场和一些酒店，包装精美的
鹧鸪小青柑颇受欢迎。其研发者尚
南堂海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
农民手中以7-15元每斤的价格收购
鹧鸪茶青，并在万宁的工厂实现标准
化生产。2018年1-11月，该公司销
售额达到800多万元。尚南堂海南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吴
兆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公司正计划
推广鹧鸪茶的人工驯化和规范种植，
以保证产品的原料供应，鹧鸪茶系列
产品也将拉长产业链，成为农民脱贫
致富的一条门路。

海南味更浓，国际范更足

用旅游商品讲好海南故事

据《北京日报》报道，宫墙外，角楼下，有250多
年历史的红色围房，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新的“网红
打卡地”。“朕的火锅”“三千佳丽”奶茶、“康熙最爱巧
克力”……随着故宫在家门口开设火锅店和咖啡店，
一向网上卖萌的故宫文创也跟着来到了线下，融入
到餐饮消费的新场景。

刚开张不足一月的故宫角楼餐厅，在大众点评
网上已跃居京城火锅热门榜榜首。虽然店里在晚上
5点半后才供应火锅，白天只提供快餐，但不少为火
锅而来的食客下午就在门口排起长队。工作人员
说，3月10日前的电话预约餐位已经全部订满，要
想吃火锅只能现场抢号，目前一晚只有30锅，先到
先得。

“在查阅清宫膳食底档后发现，历代帝后食谱均
有不同，但相同的是都喜欢火锅。尤其是乾隆皇帝，
对火锅已达到痴迷的地步，一年365天竟然吃200
多顿火锅，而慈禧太后不仅爱吃火锅，还发明了新颖
吃法‘菊花火锅’。”故宫角楼餐厅在官方微博里介绍
了故宫火锅的灵感来源。

在火锅店不远处，故宫新开的咖啡店也同样一
座难求。“三千佳丽”奶茶、“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红
茶……店里有30多种饮品供选择，还有“千里江山
卷”等高颜值甜品。

在故宫火锅店和咖啡店，文创与餐饮消费融合
成为一大特色。角楼餐厅里设有文创产品展示
区，主要展示餐具等与饮食相关的产品，顾客吃完
火锅可以到文创区获得一张角楼专属明信片，同
时可以集印章。角楼咖啡店也设置了文创区，故
宫手账、笔记本、茶具、团扇等产品可在店内购
买。旁边还有书架，可在店里阅读和故宫相关的
书籍。

如果这些文创展示售卖还不过瘾，咖啡店隔
壁，刚亮相不久的故宫淘宝体验馆可以让你逛个
够。“以前只能在故宫里面买这些纪念品，或者在
网上买，现在终于在宫外也能逛店了。”一名故宫
文创的粉丝说，实体店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眼见为
实，选到最合适的产品，同时也有了更多购物的
乐趣。

据《解放日报》报道，酒店餐厅及客房内原本提

供的塑料吸管，全部替换为生物降解纸质吸管；客房

内一次性拖鞋试行不主动提供；轻度使用的肥皂回

收利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在申城全

面推行，上海多家酒店已积极践行减少使用一次性

产品、实行垃圾分类等措施。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洲际酒店有关人士说，酒店

从去年下半年已停用塑料吸管，改用条纹式样的纸

质生物降解吸管。服务人员在客人点单时会询问是

否需要吸管，只有客人确定需要才提供。

此外，酒店还加入奈斯派索（NESPRESSO）咖

啡胶囊回收计划，在酒店大堂酒廊、宴会厅及客房等

分别放置回收装置，由酒店员工按种类回收，再定期

由咖啡专员收取再利用：咖啡渣回收后经重新收集、

处理，会制成营养丰富的混合土，为蔬菜提供天然健

康肥料；胶囊包装材料铝通过回收处理，能无限循环

用来制作全新铝制产品。

除高星级酒店外，锦江之星、华住集团、智选假

日酒店等中档及经济型酒店也在减少一次性用

品。如在客房引入大瓶装洗浴备用品，降低塑料

废弃物产生；部分酒店客房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拖

鞋，住客有需要可向酒店索取；一些酒店职工食堂

配置小型处理设备，就地处理本单位餐厨垃圾、湿

垃圾等，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为了让更多

住客参与绿色低碳行动，锦江之星还曾推出活动，

入住宾客放弃使用客房一次性清洁用品的，可在

住宿费上享受优惠。

据中新网报道，贵州体育旅游研究院2月25日

在贵阳挂牌成立。该研究院主要承担贵州省范围内

的体育旅游资源梳理、项目策划、产业发展规划、民

族体育、人才培养等相关业务。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员邱

雪，南开大学博士、教授、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

副会长刘思敏，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教授、国家体育

产业基地评审专家王兆红等20名学者成为贵州体

育旅游研究院首批特聘专家。

贵州省正积极创建全国体育旅游示范区，为整

合高校和企业资源，创新体育旅游运行机制，发挥政

产学研多方优势，致力于体育旅游政策研究、理论创

新、产业培育和人才培养，由贵州省体育局、凯里学

院、多彩贵州文化产业集团共同组建成立了贵州体

育旅游研究院。 （李辑）

贵州体育旅游研究院
挂牌成立

上海酒店行业

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文创融入餐饮消费新场景

故宫火锅店咖啡店
一座难求

■ 本报记者 赵优

“没想到免税店
旁的‘海南礼物’店有
这么多宝贝。”马上要
离岛了，来自浙江的游
客李诗琪来到海口日
月广场，在购买免税品
之余，又为亲朋好友带
了不少伴手礼。

把文化做深做
透，使得我省旅游商
品逐渐告别“纪念品”
时代。菠萝蜜变成果
味起泡酒，红米糟和
信封饼有了新包装，
黎锦成了领带结和耳
环项链，海南话跑到
了零钱包和冰箱贴上
……依托丰富的物产
资源和独特的工艺，
具有创意性、精细化、
产业化的本土特色旅
游商品不断涌现，越
来越多的“海南礼物”
装满游客行李箱，成
为旅游消费新亮点。

让琼岛文化品牌“活”起来

今年初，由陕旅集团与北京春光
集团共同打造的大型红色演艺作品
《解放海南岛》面向全球征集方案，《梦
幻三亚》《船》《鸟秀》《海岛精灵》等4
部实景演艺作品同步启动策划，将通
过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实景演艺
作品，助力海南实景演艺发展。

“这是继我们推出实景演出《红色
娘子军》后的又一大动作，将探索打造
三亚文化旅游区，建设占地120亩的
演艺主题公园，推动资源融合、跨界聚
合，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精品，进
一步带动琼岛文化发展。”陕旅集团副
总经理赵月望说。

同时，针对旅游演艺市场面临的
演出内容缺乏个性、同类扎堆引发恶
性竞争等突出难题，不少涉旅景区开
始探索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提升游客
转化率。“根据海南自然风光、黎族风
情、稻田文化等特点，我们以‘稻文化’
为核心，打造山水实景演出《田野狂
欢》，实现差异化发展。”三亚水稻国家
公园工作人员王身专说，旅游演艺项
目在定位上应既满足外地游客，同时
也兼顾本地需求，提升本地游客观看
演出的转化率也很有必要。

“品牌化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演出
定位差异化、内容精品化、产品多元化
是树立品牌的关键，未来三亚旅游演
艺项目将更注重提升艺术品质，让观
众既观看了高水平演出，又能受到琼
岛文化的陶冶，提升旅游体验感。”三
亚市旅游和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打造沉浸式旅游新体验

“演出剧场就设置在开阔的自然
环境中，自然场景与演出场景巧妙融
合，舞台与观众席没有明显界限，动
态座椅还会根据情节变换位置，观众
很快就沉浸在剧情中，这场演出太生
动精彩了！”2月16日，北京游客王莉
与家人在三亚观看完《红色娘子军》
实景演出后，仍沉浸在跌宕起伏的剧
情中，这场借助高科技手段再现琼岛
红色文化的演出令其印象深刻。

今年春节，广东游客陈晓在保亭
槟榔谷景区也同样感受到了沉浸式
的文化体验：“《槟榔·古韵》演出中，
在演员欢快的黎族歌舞带动下，观众
很快便沉醉在浓郁的海南民族风情
中，感受着琼岛文化的独特魅力。”

如今，随着旅游消费水平不断升
级，单纯休闲观光越来越难以满足游
客需求，具有互动性、参与性的旅游
演艺产品抢滩旅游市场，吸引游客沉
浸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进一步提升
旅游体验度与参与感。

“作为传统老牌景区，面对旅游
市场不断推陈出新，我们也开始逐步
探索推出旅游演艺产品，促进转型升
级。”三亚鹿回头景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景区通过引进本土及国际
演出团队，在园区重要观景点设置黎
乐演奏、魔术表演、乐队演出等特色
舞台，让游客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
互动，实现从“坐着看”到“走着看”或

“边走边看”的旅游演艺新体验，感受
鹿城文化的独特魅力。

《红色娘子军》实景演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海昌梦幻海洋不夜城的风
情演艺。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王媛媛 摄

颇具海南特色的小礼品。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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