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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旅讯

本报讯（记者赵优 实习生林薇薇）近日，随着
大型亲子竞技节目《嘭！发射》在金鹰卡通卫视的热
播，其录制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奔格内金鹰乐园
被更多观众所熟知。《嘭！发射》第四季节目吸引了
近千组岛内外家庭参与录制，其中最远的是来自澳
洲的家庭，大大增加了琼中当地的旅游人气。

海南日报记者在录制现场看到，整个比赛过程
兼具趣味性与挑战性，十分考验亲子之间的配合。

“很遗憾这次落水了，赛道看上去很简单，走起来难
度还挺大的，真想再试一次！”来自南京的顾先生带
着8岁的女儿前来参加节目，意犹未尽。他说，一家
人专程前来海南参加《嘭！发射》的录制，接下来几
天还将去海边好好玩几天。

据了解，该节目录制地奔格内金鹰乐园也将被
打造成为集水上亲子竞技、火山泥趴、激情越野、泡
泡乐园、彩虹滑索等多个原创游乐项目于一体的综
合性乐园，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对外开放
运营。届时，《嘭！发射》赛道将永久对外开放，全国
亲子家庭可以来这里体验激情的水上闯关竞技，全
程体验节目的录制过程。

“凭借着金鹰卡通卫视及节目的影响力，奔格内
金鹰乐园将为观众展现一个不一样的海南。这里不
仅是节目录制基地，更是一个文化旅游娱乐项目，将
进一步丰富海南的文化和娱乐产品，带动旅游消
费。”南海之巅文旅发展公司董事总裁谢琪表示。据
悉，《嘭！发射》录制基地永久落户琼中是南海之巅
文旅联手湖南广电金鹰卡通卫视合作的第一步，未
来，双方还将把这一节目IP与文化演艺、电视研学、
房车营地等业态深度融合。

亲子竞技节目
《嘭！发射》落户琼中

动漫产业方兴未艾，如何探索一条适合海南本
土文化的动漫之路呢？“动漫+旅游”或许是一条双
赢之路。

一方面，海南作为滨海旅游度假胜地，每年都吸
引大量国内外游客来旅游；另一方面，海南省政府给
予动漫产业发展诸多扶持政策。比如，就行业执照
资质的审批流程来说，我省办理《电视剧（电视动画
片）发行许可证》仅用20天，比法定时限50天办结快
了一个月。

对于海南来说，大可借助这两大优势，以新形
式、新技术，来发展海南元素动漫作品带动本土文旅
产业结合。

当下，文旅目的地发展正不断面对新挑战：景区
门票经济迎来拐点、旅游者消费需求分层、旅游产品
同质化竞争激烈，景区新型体验营销及立体传媒成
为景区及目的地城市亟需转型升级。动漫行业可以
通过设计海南景区动态漫画+虚拟景区立体营销方
案，以期解决目前海南景区营销手段单一、游客难以
深入了解体验海南景区魅力和景区文化的现状。

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平台技术，对二维漫画动
态化，形成别具特色的动态漫画叙事，诠释景区文
化和海南故事；通过数字技术虚拟实境，让游客可
以在数字化虚拟景区中迅速了解景区主要景点和
活动内容；通过在线选择，形成最优游览路线，同时
通过扫描下载动态漫画，将动漫形象及动漫周边开
发等商业内容自然融入，以动漫为载体，搭建一个
与海南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海南线上动漫文旅景区
开发平台。

海南动漫如何聚人气？大量的游客可以成为受
众。通过动漫和景区的合作，在重塑经典故事的同
时，也可以积累未来的受众群体，让更多人在旅行中
慢慢了解海南本土动漫。形式除了满足“80后”“90
后”，也可以通过重塑怀旧经典，如红色娘子军的故
事，让老一辈的观众也能感受到动漫的魅力。

动漫+旅游
文旅结合的双赢之路
■ 何正强

“放假了，不想让孩子待在家
里玩手机，希望孩子能利用假期
亲近大自然，增长见识。”海口市
民张威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每年
他都为孩子报名具有研学性质的
夏令营，让孩子开阔眼界。

据携程游学平台发布的预测
数据：2019年暑期游学产品线上浏
览量4月以来环比增加120%，预计

收客同比增长将达到50%以上。
海南是研学旅行的热门目的

地。今年3月，我省景区集中发布
研学旅行产品，涵盖自然生态、爱
国教育、人文历史、知识科普及体
验考察等多个类型。

在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
“疯狂动物城”活动正在上演。海野
集团营销总监李冬林介绍，海野国

际自然教育中心专门设计热带特
色动植物研学活动和课程，设立国
宝熊猫、亚洲象、非洲长颈鹿、鸟语
林四个科普站点，设计“海野动植
物大讲堂”“海野动物大营救”“我
为熊猫种竹子”等多款亲子及研学
产品，让孩子们真正做到“研有所
值、学有所思、旅有所乐、行有所
获”，很受市场欢迎。

想象一下，房车与帐篷驻扎在一
片草地之中，营灯闪闪，枕着星空入
眠，闻着花香醒来，是什么样的体验？
8月10日，2019三亚首届帐篷节在三
亚市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浪漫开启。为
期两天的活动，吸引了数千名市民游
客欢聚于此，共享夏日狂欢。

首届帐篷节引客来

对于喜欢露营的浙江嘉兴游客
闫艳来说，参加2019三亚首届帐篷
节是她此次三亚之旅最为难忘的经
历。“以往一同露营的只是十余位好
友，此次近千人共同驻扎在同一片草
地中，大家一同唱歌、跳舞，是一次很
独特的体验。”

2019三亚首届帐篷节设置了保
护红树林环保公益行、本土文化嘉年
华、汉服文化展示、三亚红色文化展
出、三亚创意集市展区等主题活动，
音乐、舞蹈、表演、文创等带来了多元
文化交流碰撞。活动当天，闫艳一行
6人不仅品尝了三亚特色美食，当晚
的红色篝火活动更是将节目推向了
高潮。“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大家一起
载歌载舞，度过一个惬意的周末。”来
自定安的王德智说。

“阳光、沙滩、大海，三亚的旖旎风

光一直备受中外游客的喜爱，但是文
化娱乐项目相对缺乏，旅游产品老化、
同质化现象严重，成为了三亚旅游业
发展的短板。”三亚旅游行业协会联
合会总干事王健生说，升级传统旅游
产品，创新推出游客喜好、体验度高的
活动，受到市场热捧并不意外。

新潮活动吸引年轻消费者

近年来，随着年轻消费群体兴起，
年轻人更加注重消费体验，不论是个
性、文艺的旅游产品，或是新颖、具有
创意的活动赛事都受到热捧。如何抓
住年轻人消费结构升级特点，提供多
元化、特色鲜明的产品和服务？

“三亚针对年轻人的消费特
点，精准发力，积极优化产品供给，
创新举办了国际音乐节、国际啤酒
节、帐篷节等吸引年轻人的新潮活

动赛事，为鹿城注入新活力，助力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亚市旅文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动感乐队+劲爆DJ、异域风情歌
舞狂欢、特色美食飘香……7月20日，

狂欢一夏·2019鹿回头情山国际啤酒
节开启。本次活动以“啤酒+音乐+艺
术”为主题，邀请了国内外演艺阵容、
激情澎湃的乐队参加演出等，为市民
游客呈现“旅游+文化”的特色产品。

在夜幕降临之际，登上鹿回头
岭，不仅能俯瞰城市美景，还能欣赏
国内外演员带来的精彩歌舞表演，鹿
回头情山国际啤酒节吸引了不少游
客前来打卡。

“此次是鹿回头举办的第二届
啤酒节，作为景区精心打造的品牌
文化活动之一，受到了不少市民游
客的青睐，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亚旅投集团鹿回头风景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去年国际啤酒节期间，一
个月内三亚鹿回头景区入园人数达
7.13万人次，同比增长40%，经营收
入219.45万元，同比增幅逾30%。

受到年轻群体青睐的，还有举办
了两届的三亚国际音乐节。首届三
亚国际音乐节，来自世界各地的40
多组艺人参加演出，参与音乐节的总
人数约20万人次，拉动消费近5亿
元。第二届三亚国际音乐节从主舞
台搭建、音乐艺人阵容、音乐风格等
方面进行了升级，72组艺人5天全城
联动演出，不仅为三亚注入了新的活
力，还为鹿城打造了跨年目的地的城
市新名片。

“下一步，三亚将不断细分市场，创
新推出更多具有国际范、个性化的新形
态产品和活动赛事，吸引更多的中外
游客。”三亚市旅文局主要负责人说。

瞄准年轻群体，优化产品供给

三亚：让旅游“潮”起来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8月11日上午，最后两部纪录
片从电脑导出，10个孩子10天的
努力成果终于展映。5个团队，从
选题、拍摄、脚本、剪辑、音乐、旁白、
字幕、海报，全流程完成5部记录短
片，这是大多数学员的第一部作品。

今年7月，中国探险协会与新
历史合作社共同展开“海南南湾猴
岛生态科学影像研学营”的招募。
新历史合作社是国内专业的历史文
化内容传播机构，主要从事口述历
史、文化传播、纪录片制作等。“这也
是我们第一次做以学生为主体的研
学。”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
说，目前许多研学旅行产品流于形
式，很多是体验性甚至旅游性质，没
有清晰的学术安排和明确的成果及
作品，所以他决定研发一套高质量
的研学课程。

来自东京的留学生蔡天舒即将
就读大三，电影专业是他的求学方
向。在微博看到招募后，他便从日
本来到海南，参加这个以科学、生
态、人文、影像为关键词的研学营。

参加研学的赵启钥就读于成都
七中国际部，本来就对影像
和传媒感兴趣的她，完成
一部可验证、可展示的成
果和作品也有助于申请
国外的高校，所以她也
选择了“海南南湾猴岛生
态科学影像研学营”。

“我们以南湾猴岛及周边的生态、
自然、人文等内容为核心科学考察，运
用科学研究和影像叙事的方式，探索
自然与人的秘密，讲述精彩的影像故
事。”唐建光介绍说，研学营的日常授
课、学术辅导、纪录片设置指导，均由
具有科学学术背景和纪录片制作经验
的导师担任，如《深圳自然笔记》作者
南兆旭、中山大学博士伍乘风等。

研学营举办期间，学生们6点起床
拍摄，熬夜剪辑，完成一部部作品：探索
疍家文化历程的《踏浪》、关注人与猴关
系变化的《训猴人》、思考保护与开发的
《猴与岛》、展现猴群社会属性的《我是
红耳朵》等，有的创意脑洞大开，有的在
视觉上别开生面，每一部都有让人惊喜
之处。

赵启钥选择拍摄一部有关疍家人
的记录短片。查阅资料、采访疍家老
人和渔排老板，她不断探索着疍家文
化形成的原因以及疍家文化的功能性
改变。“纸上得来终觉浅，这次研学不
仅提高了自己通过影像讲故事的能
力，也让我的思想有了转变，只有真正
接触这一族群，才能理解他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和文化内涵。”赵启钥说。

“我们希望孩子拥有影像叙事能
力，培养观察、探索和思考习惯，对生
活保持好奇和热爱。”唐建光透露，未
来，这些作品将在网上进行展播，在激
发孩子们成就感的同时，也能有助于
南湾猴岛景区及研学品牌的宣传。

海南成研学旅行热门目的地
研学游产品涵盖自然生态、爱国教育、人文历史、知识科普等多个类型

■ 本报记者 赵优

一个研学营在海南的新探索：

用影像讲述
人与自然的故事

■ 本报记者 赵优

据文汇网消息，8月8日，我国首个特色夜间野
生动物园在上海野生动物园拉开序幕，游客又多
了一处热门打卡地和夜间休闲好去处。园方围绕
100多种近5000头（只）动物，推出六大动物主题
展示区、三大特色主题表演、三大特色动物主题餐
厅及七个夜游商业网点，满足游客“游、演、食、购、
娱”等需求。

据上海野生动物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野
夜间动物园是全市夜间经济的试点项目之一，园方
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国际范”“上海味”“时尚潮”的夜
间动物园。今后，上海野生动物园的运营时间调整
为09：00-21：00。目前，上野白天门票为130元/
人，上野夜间动物园不设专项门票，实行以全天门票
为基础的打折优惠政策，即16：00以后入园门票为
60元/人；现场售票时间15：00-20：00，购全天票的
游客可享夜间动物园服务。

我国首个夜间
野生动物园开园

近年来近年来，，全国各地刮起了全国各地刮起了““研学游研学游””热热，，各大旅行社及教育机构争相推出系列研学游产品及路线各大旅行社及教育机构争相推出系列研学游产品及路线，，
““让孩子在游玩中增长见识让孩子在游玩中增长见识””的宣传吸引了不少家长的宣传吸引了不少家长。。这个暑期这个暑期，，海南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海南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
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丰富多样的旅游产品，，成为研学旅行的热门目的地成为研学旅行的热门目的地。。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海南仍需开发具有更深内海南仍需开发具有更深内
涵涵、、更高层次更高层次、、更广维度的研学旅行产品更广维度的研学旅行产品。。

研学旅行市场发展如火如荼，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许多产品仍流
于表面，深度不够、专业性不够，已
不能满足一些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黄金操认为，学校是组织研学
旅行的主体，研学内容也被要求与
教学目标、任务和在校课程相关
联，而这样专业的研学课程设置也
是景区难以单独完成的。“我们希
望与学校展开更深度和密切的合
作，由学校研学小组根据教案，制
定研学主题和大纲，与我们共同设

计研学产品。”黄金操说。
就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由

学校组织的大批量研学也难以满
足孩子们的个体差异和个性化需
求，一些主题化的、契合孩子兴趣
点的研学旅行产品也应运而生。

8月3日-12日，由中国探险
协会与新历史合作社共同打造的

“海南南湾猴岛生态科学影像研
学营”走进陵水，10名来自北京、
上海、广州、成都甚至东京的学
生，跟随纪录片业界大咖和学术

导师，通过制定选题、采访、拍摄、
剪辑，制作出一部部记录短片，探
索和讲述自然与人类的故事。

“这次合作是一次尝试和试
验，我们希望依托猴岛的资源，通
过创新开发研学产品、开阔
国际化视野，慢慢打磨出
研学旅行产品中的精
品，打造出猴岛研学的
品牌。”海南陵水猴岛
旅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杰表示。

近两年，我省越来越多的企
业、景区和教育机构深挖资源，积
极开发各具特色的研学旅行产品。

对于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开发建设的悠黎客研学基地
来说，2018年是产品开发年，而今
年则是市场开拓年。悠黎客推出
了“研学产品2.0版本”，推出了守
望者时代、纺织新说、黎族故事、耕
耘青春、全民安全5大主题的研学

旅行产品，涵盖黎族饮食起居文
化、纺染织绣文化、黎族农耕文化
等8个课题，在我省景区研学产品
中独树一帜。

“自国家大力倡导研学旅行
后，我们积极转型，结合资源优
势，将科研、科普与旅游相结合，
把研学产品打造为景区的一大吸
睛点。目前，园区几乎每天都有
研学团队。”兴隆热带植物园营销

部总监黄金操告诉记者，依托集
科学研究、产品开发、科普示范三
位一体的优势，园区开发了“奇妙
的热带雨林”“有趣的昆虫世界”

“可可文化与巧克力制作”“叶子
的秘密”“精油提取知识科普”等
一系列知识性与体验性相结合的
主题科普研学产品课程，受到了
广大中小学生的欢迎，有效带动
了景区客流量。

暑期研学旅行正当时

研学旅行产品愈加丰富

研学旅行需“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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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南湾猴岛生态科学影像研学营的学生在猴岛拍摄。（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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