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界洲岛爱情主题活动
启动招募

本报讯（记者赵优）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第
二届“亲爱的·520”爱情主题活动，4月9日开启
情书、单身、新人招募。

据了解，本届“亲爱的·520”分界洲岛大型爱
情主题活动将于5月1日-2日举行，活动亮点十
足：与单身分界·寻爱之旅、亲爱的·520分界洲岛
集体婚礼、520封情书、2019婚恋行业发展趋势
分享交流会、“月光下的你”2019分界洲岛交响音
乐会、婚恋电视节目多地联动等活动将充分展示
分界洲岛独具特色的婚恋、婚拍、婚庆环境与景
观文化，使活动主题化、规模化、品牌化。

值得一提的是，“月光下的你”交响音乐会将
在浪漫唯美的临海剧场“月光古堡”里举行，来自
英国的菲比·海恩斯和青年歌唱演员黄堃将在海
南省华韵乐团的伴奏下，共同演绎一场高品质的
海岛小型交响音乐会。同时，《相亲记》《金牌丈
母娘》《桃花朵朵开》《我们结婚啦》等全国各地婚
恋栏目及媒体平台全程助力，开启2019电视婚
恋行业沟通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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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记者从珠穆朗玛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四月以来，珠峰已进
入旅游旺季。为严格保护珠峰保护区生态环
境，所有游客从今年起在景区内最远只可抵达
绒布寺区域。

绒布寺距离珠峰直线距离20多公里，海拔约
5000米。2018年珠峰保护区重新调整功能分区
后，绒布寺至珠峰之间区域为核心区。根据国家
有关自然保护区条例，核心区内禁止开展旅游活
动。而绒布寺一带为实验区，可进入从事科学试
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等活动。

珠峰进入旅游旺季
游客最远只可抵绒布寺区域

风度翩翩的优雅绅士吴牧野和
呆萌可爱的本土“网红”波波椰看似
毫无关联，但二者是如何变身为海
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代言人的呢？

“海南旅游文化要走向国际，需
要有一位受到国际认可并且与海南
有渊源有感情的人担任推广大使，
这非吴牧野莫属。”省旅游和文化广
电体育厅厅长孙颖表示，吴牧野的

父母是第一代闯海人，他的童年时
光是在海南度过的，而后他荣获法
国钢琴界最高级别的“完美钢琴”演
奏艺术家荣誉勋章及“国家特聘
——千人计划专家”等多项殊荣。
此次作为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推
广大使重回琼岛，吴牧野将为海南
旅游文化的国际推广助力。本土文
创形象波波椰早已是本土的“网红”

卡通，因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形象
受到人们欢迎。在日本、韩国举办
的海南旅游推介活动中，萌态可掬
的波波椰备受当地民众欢迎，成为
吸引人气的一大利器。

“一边是高雅艺术，一边是本
土卡通，有高大上的一面，也有接
地气的一面，这种反差和碰撞能够
全方位覆盖受众。”孙颖表示。海

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推广大使吴牧
野和吉祥物波波椰将双双亮相海
南今年的系列国际推广活动，包括
海南国际旅游岛宣传片拍摄、新闻
发布会、国际音乐推介会以及全球
宣传推广活动等，尝试创新文旅融
合推广手段，展现海南旅游文化的
多元形象，增加海南在国际上的能
见度和美誉度。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沉浸在国际汽联电动
方程式锦标赛风驰电掣的
激情中，与上万名世界各地
马拉松迷共享三亚椰梦长
廊沿线的“最美赛道”……
短短两个月，海南（三亚）国
际马拉松、国际汽联电动方
程式锦标赛三亚分站赛等
多项国际知名赛事在三亚
举行，精彩纷呈的“文化+体
育”主题活动赚足了国内外
游客及“体育迷”的眼球。

对文化体育赛事还意
犹未尽的朋友，今年还可以
期待哪些文体活动呢？日
前，三亚市举行2019年度
首批旅游文化体育大型活
动计划新闻发布会，公布
34项旅游文体大型活动计
划，为“旅游+文化+体育”
产业融合发展带来新契机。

创新旅游营销方式，展示琼岛多元形象

海南旅游“秀”出精彩

促进文体与旅游融合，三亚发布34项旅游文体大型活动项目

“文体牌”撬动旅游新经济

2019年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分站赛,吸引众多游客和车迷现
场观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据《新华日报》报道，4月7日中午12点，扬州
市政府西大院食堂内挤满了前来“尝鲜”的市民
和游客。清明节期间，该市机关食堂俨然成了市
民、游客的新“打卡地”。

据了解，春节后扬州出台3号文件，宣布在
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期间，对外开放扬州市
政府西大院、扬州生活科技学校、扬州大学瘦西
湖校区三家单位的内部食堂，方便外来旅游者
就近就餐。

“狮子头4元、春笋烧排骨5.5元、榨菜肉丝干
丝3元、蒜苗肉丝3元、香菇青菜1.5元……”尽管
是假期最后一天，7日的市政府西大院食堂，慕名
前来的八方游客依然排起了长队。显示屏上列
出了当天的菜单，60张长条桌和10张圆桌依次
排开，食堂还向游客提供热水、雨伞、Wi-Fi、共
享充电宝等人性化服务。记者在现场看到，售票
窗口不仅支持现金支付，还提供微信、支付宝等
便捷支付方式。

“很新奇，还没听说过市政府喊人来吃饭。”
游客史先生是连云港人，他告诉记者，之前来扬
州多次，尝过很多淮扬菜，但机关食堂的饭菜还
是难得体验。“在朋友圈看到扬州机关食堂对外
开放了，就和朋友一起来旅游，顺便尝尝鲜。”史
先生说。

翻修一新的扬大瘦西湖校区紧靠瘦西湖，食
堂一直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网红餐厅”，这家拥有
1400个就餐位的食堂节日期间迎来不少游客。
很多游客表示进高校食堂仿佛重温了一次大学
校园生活。 （李辑）

扬州机关内部食堂
首次对外开放

■ 本报记者 赵优

高雅的钢琴艺术
和呆萌的卡通形象会
擦出怎样的火花？4
月4日，由省旅游和
文化广电体育厅举办
的“与海南共成长”海
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
推广活动新闻发布会
上，国际钢琴艺术家
吴牧野和本土文创形
象波波椰分别担任推
广大使和吉祥物，携
手为海南代言，让人
们感受到了海南旅游
文化的多元形象。

这是海南旅游文
化国际推广的又一次
全新尝试。近年来，
我省在持续加大旅游
推介力度的同时，不
断创新旅游营销方
式，用世界语言讲好
海南故事，提升海南
的世界能见度，助力
海南旅游国际化。

在文化和旅游部驻马德里旅游
办事处及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的精心组织下，去年底，来自西班牙
的16名“网红”明星深度体验了海
南人文风貌及自然景观。乌里萨巴
特是西班牙知名娱乐节目主持人，
在社交媒体有70万粉丝。行程中，
乌里萨巴特不断上传海南之行的照
片和视频，与网友分享。“当我晒出
海南的风景时，粉丝们纷纷问我这

是哪里。”乌里萨巴特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西班牙民众对于中国北京、上
海、西安等地较为熟知，看到这样一
个具有优美景色和独特文化的海
南，十分感兴趣。期间，“网红”们纷
纷在全球社交媒体晒出海南滨海度
假、黎苗风情、雨林探险、高端酒店、
特色美食等图片和视频，为海南赢
得了数百万个点赞，取得了良好的
宣传效果。

除了邀请“网红团”走进来，我

省在境外推介活动中也在不断创

造惊喜。琼韩两地民歌和器乐串

烧表演《中韩古韵》一下子拉近了

海南与韩国的旅游文化共性，精彩

的表演博得现场嘉宾的阵阵掌声；

海南籍在韩艺人王霏霏现身演唱

成名曲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去年11月举行的“爱上海南”海南

国际旅游岛首尔推介会不仅效果

显著，还获得文化和旅游部的认可

和点赞。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9年
是我省进一步深化旅文融合的关键
一年，我省将针对五大主要客源市场
即以俄罗斯为首的俄语区市场，日
韩市场、东南亚市场、港澳台市场和
澳新欧美市场，组团赴境外开展系
列旅游文化交流活动，以进一步加
强旅游文化的国际宣传推广力度。

此次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推
广活动主题为“与海南共成长”，与
当下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背景相当契合。

其实，早在2016年，我省旅游
部门就策划组织了“发现海南”系
列国际推介会，2017年以“体验海
南”为主题，2018年则升级为“爱上

海南”。从“发现”到“体验”再到
“爱上”的旅游推介三部曲，以循序
渐进的方式让更多境外游客从不
知道海南到了解海南，从对海南感
兴趣到体验海南，进而爱上海南。
如今，“与海南共成长”的主题则更
加凸出了时代感，邀请全世界共同
见证海南的发展与变化。

与此同时，我省旅游营销还不

断打出美食牌。在香港、澳门、台

湾等地的旅游展上，我省打造的
“海南厨房”供当地参展嘉宾品尝
和购买海南旅游美食，希望通过民
众的兴趣点——美食为媒，展示优
质丰富的海南旅游内涵，吸引更多
游客。

3月底，澳门百余名游客来到
琼岛享受“海南美食之旅”。“除了火

山口、省博物馆、骑楼老街等景区
景点外，我们还带游客寻味正宗
的后安粉、黑猪肉粽、文昌鸡饭、
老爸茶等海南特色美食，希望通
过美食凸显海南的本土特色，提
升游客的体验度。”承办活动的
海南热岛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何世盈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补充淡季客源
拉动旅游消费

一项大型文体赛事活动，影响辐
射力有多强？数据显示，刚结束的国
际汽联电动方程式锦标赛三亚站比
赛，吸引了近1.9万人到现场观看比
赛，300余家国际媒体参与赛事报道，
微博直播观看人员达805万人，微博
话题阅览量8.2亿条。作为该赛事的
主场地，三亚海棠湾的全部酒店入住
率超85%，活动赛事促进消费空间不
断拓展。

无独有偶，海南（三亚）国际马拉
松赛也有力印证了体育赛事热点扩散
能力。“本届马拉松赛中，来自国内外
的参赛者达52%，岛外人群占比超过
岛内人群，不少国内外选手专程打

‘飞的’来参赛，在海南平均逗留时间
达5.45天，为我省旅游业带来的直接
经济效益达5.21亿元，‘选手游客’激
活旅游市场成效明显。”三亚市旅文
局局长陈震旻说。

从三亚发布的今年首批旅游文体
大型活动项目中，海南日报记者发现，
不少活动集中在4月至8月举行，包

括中国（三亚）国际钢琴音乐周、海上
丝路（三亚）国际影像文化周、三亚市
群众文化艺术季等。三亚市常务副市
长陈铁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该
市将活动赛事集中安排在旅游淡季，
是为了借助高品质活动的吸引力，实
现旅游客源补充，进一步拉动旅游交
通、酒店餐饮、景区等旅游相关消费，
提升城市知名度及旅游竞争力。

鼓励企业参与
打造本土IP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此次推进的
34个大型活动项目中，政府主导类活
动为12项，而非政府主导类活动则高
达22项，包括中国文旅产业年会、中
国海南（三亚）国际桥牌节、2019海南
自贸区第二届HelloSanya国际摄影

大赛&摄影传播展等，呈现出活动赛
事筹划推进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指导
支持的特点。

“通过整合旅游与文体资源，大
型活动既能成为三亚一种独特的旅
游产品，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形态的
旅游文化消费模式，与此同时，我们
通过鼓励社会参与，大力引进国际
高端文化和营运企业，将有力推进
重大活动的本土化、品牌化、常态化
开展，创新活动内容，打造本土 IP，
营造创新开放型的文化氛围。”陈铁
军说。

此外，赛事活动的举行，也将为城
市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机制提供更多的
经验值。“比如将在今年年底举办的
首届中国职工沙滩运动会，将为2020
年在三亚举办的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
会进行演练，推动三亚打造特色沙滩
运动品牌。”陈震旻说，三亚看重大活
动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三亚
市体育中心项目也于今年3月开工建
设，将建成体育场、游泳馆、健身广场
等，补齐体育文化基础设施的短板，
提供更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旅
游文化+”的消费模式。

创新国际推广方式

主题化营销不断深入

精准定位开展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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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报道，日前，文化和旅游
部人事司发布通知，决定组织实施2019年“金牌
导游”人才培养项目和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
项目。

通知指出，“金牌导游”人才培养项目面向一
线优秀导游，遴选资助150人，支持开展导游业
务研究、人才扶持、培训授课、志愿服务等活动，
每人资助1万元。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
面向旅游院校相关专业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遴
选资助100人，支持开展旅游相关基础理论研究
和应用研究，每人资助5000元。

通知还指出，项目执行办公室（文化和旅游
部人才中心）面向全国组织公开申报。申报人员
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线专职导游，从事导游
工作满3年且游客满意度较高，具备高级及以上
导游等级或在导游职业领域做出过较为突出的
成绩。申报专业研究生重点研究扶持项目的申
报材料须经申报人员所在院校审核盖章并经所
在省（区、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审核。申报材料
由申报人员所在院校统一报送，不接受个人申
报。文化和旅游部将组织专家成立评审组进行
评审遴选，确定入选人员。

文旅部启动“金牌导游”
人才培养项目

聚焦 旅讯

海南旅游
文化国际形象
推广活动吉祥
物波波椰。

符铭伟 摄

钢琴艺术家吴牧野担
任海南旅游推广大使。

符铭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