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赵优

近日，2019年日本旅游博览会
在大阪举行，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组织旅游业界代表组团参展。借
此次参展之机，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
象吉祥物波波椰专门奔赴熊本县取
经，学习借鉴“吉祥物经济”。

日本熊本县2010年推出的吉祥
物“熊本熊”已成为代表日本旅游形
象的知名IP，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
旅游经济。此次，波波椰学到了什么
呢？以波波椰为代表的我省各类吉
祥物，又该如何做活“萌经济”？

吉祥物靠“人设”输出作用

波波椰在海南拥有着极高的人
气。这只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椰子
苗文创形象，因逗趣搞笑的海南方言
教学视频、海南普通话表情包等被人
熟知。在近年的旅游推广中，波波椰
总能在路演中、在热场中与人“打成
一片”，备受人们喜爱。今年4月，波

波椰成为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推
广吉祥物，更加频繁地出现在旅游推
介活动中。

“我们希望通过波波椰的形象，
向日本民众传递海南岛幸福的生活
方式与海南人乐观的处世方式，给日
本当代都市人带去愉快的活动体
验。”波波椰创始人王传棋表示。

除了宣传海南，此次波波椰的另
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取经。

说起“熊本熊”，许多年轻人一
定不会陌生。这只诞生于日本熊本
县的吉祥物，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
喜爱，不仅促进了熊本县的旅游，还
带动了一系列相当可观的经济收
益，使原本默默无闻的农业县熊本
县一举成为日本乃至世界著名的旅
游大县。

在王传棋看来，吉祥物作为虚拟
明星代言人，是靠“人设”吸粉的，一
系列事件营销则为它的拟人化特征
赋予更真实的性格。例如，“熊本熊”
不仅在政府担任了“熊本县营业部
长、幸福部长”的职位，还会每天在社
交软件上更新动态。在这种积极的

互动中，“熊本熊”的形象更加丰满，
也为其增添了许多“萌点”。由此，吉
祥物的输出作用才得以发挥。

吉祥物IP需要向产业
经济发展

如今，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和
旅游景区也在打造自主吉祥物IP。

今年5月，省博物馆正式发布原
创自主 IP品牌和形象代言人——

“南溟子”。头盘道士髻、插以黎族骨
簪、身着黎锦、脚穿蕉叶屐的动画形
象“南溟子”以活泼的形式诠释海南

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真正让文物“活”
起来、让文化“动”起来。随后，明信
片、扎口布袋、书签、帆布包等“南溟
子”文创周边产品也陆续亮相，受到
人们追捧。

然而，也有不少地方的吉祥物因
缺少文化创意特色和持续推广运营
而“凉凉”。

“吉祥物IP持续‘发热’需要向
产业经济发展。”王传棋说，随着波波
椰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在与不同的
文化碰撞交流中，他的思考也越来越
多，“波波椰将海南旅游形象带出去，
但也要把海南文化融入到更多产品
中。”

为了更好地将海南文化传递出
去，王传棋与多家海南本土企业联
合，共同推出“闻香识海”组合产
品，凝结海南的味道。当老字号遇
上新国潮，一款款爆品便应运而
生。

“‘熊本熊’都可以融入到温泉旅
游产品，波波椰除了打造系列文创产
品和联名产品外，希望也能够为更多
旅游产品代言。”王传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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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上海举办的契机，“与海南共成长”海
南国际旅游岛音乐推介会走进上海。

“本次推介活动将酒会与音乐会相结
合，海南旅游文化国际推广大使、国际
钢琴艺术家吴牧野用世界古典音乐诉
说海南情缘，将国际重要社交方式、艺
术表达方式和海南艺术文化相结合，
赋予中国文化作品以世界品质和国际

影响，通过多维度的体验方式，用高雅
艺术搭建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以文
化艺术的碰撞交流推介海南文旅。”省
旅文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音乐推介会
还进行了舞台技术与视觉创新——通
过6讯高清转播、40倍高清镜头，运
用天眼猫无人摄像机，360度全景欣
赏“金手指”与琴键完美融合，带来前

所未有的视角，仿佛让观众在任何角
度都如同置身在吴牧野的身边。

旅游推介可以是高大上的钢琴艺
术，也可以是可爱呆萌的吉祥物快闪。

2019年10月的日本旅游博览会
期间，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象推广吉
祥物波波椰全球推广计划之快闪治
愈活动在大阪开展。为让城市里的
人们释放压力与烦恼，波波椰团队组

织了以“来一次拥抱，治愈不美好”为
主题的快闪治愈活动，现场民众游客
可将自己的“不美好情绪”通过治愈
航班寄往“不美好星球”，参与现场与
波波椰的互动，即可收获海南旅游纪
念礼物，同时，还有机会获得飞往热
带度假天堂海南的机票大奖。呆萌
的波波椰让当地市民感受到了来自
海南的温暖。

海南旅游推介频出“心”招

海南“心营销”游客心向往
■ 本报记者 赵优

当古典音乐遇上
海南旅游，会擦出怎样
的火花？11月7日晚，
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举办的“与海南共
成长”海南国际旅游岛
（上海）音乐推介会在上
海喜马拉雅艺术中心成
功举办，两千名国内外
观众来到现场感受海南
文化的国际表达，推介
会受到嘉宾以及业内专
业人士的一致好评。

走心营销才能更
好“赢销”。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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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波波椰赴日向熊本熊取经

吉祥物如何做活“萌经济”？

你吃过红糖发糕吗？那种软香甜糯的口感，好
像跌进了一团有点湿润的棉花里。

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升起，在澄迈中兴镇好保圩
上一户人家的厨房里，已经有锅碗瓢盆忙碌的声音
了。淡淡的红糖香味伴着糯米特有的味道，开启一
天的味蕾体验。

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人们都叫她“玉香”，卖红糖
发糕已经十多年了，小店的名气越来越大。

10月的一天，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玉香姨家，只
见厨房干净整洁，面粉、红糖和打包发糕用的纸箱排
列得整整齐齐。玉香姨正在揉面，手上忙着，嘴里也
没停。“制作红糖发糕特别简单，我们没有什么秘方，
秘诀就是纯手工制作，我做红糖发糕10多年了，一
直坚持纯手工，这是我们的诚意。”

揉面、发酵，是制作红糖发糕两道最关键的工
序。揉面，取一斤糯米粉和大米粉混合，再加入二两
红糖。揉到面团有韧劲儿、不黏手的时候就可以
了。接着就是发酵，揉面完毕后把面团搁置在容器
里，在自然环境下发酵到原来两倍大、表面松软时，
就可以下锅蒸了。

蒸煮通常半个小时，红糖发糕便新鲜出锅了。
值得注意的是，发酵因为季节、温度不同而有差异。
夏天温度高，面团发酵快；冬天温度低，发酵速度
慢。“要观察面团发酵的状态。”玉香姨说。

刚出锅的红糖发糕，红糖的香味最浓郁，发糕的
口感最好，吃起来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在当地许多人的记忆中，红糖发糕是儿时香甜
幸福的味道。玉香姨说，她童年吃的红糖发糕就
是外婆做的。长大以后，她开始跟着外婆学做红
糖发糕。工序还是那么几道，但真正动手去做和
看着外婆做是不一样的。为做出可口的发糕，她
请教外婆，反复琢磨。渐渐地，她做出来的红糖发
糕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后来，她干脆开了一家
店铺。对她来说，做发糕是谋生的手艺，也是对传
统美食的一种传承。“很多客人从小吃到大，还会
带着孩子来买。”

香甜的玉香发糕只卖一元一个。“定价一直如
此，公开透明，童叟无欺。”街边邻居吴娜说，玉香姨
家的发糕名气最大，许多外地人也慕名找来，品尝后
必会打包几个带走。当地人家办事、请客，也都会提
前到她家订做发糕，用于招待亲朋好友。

玉香发糕没有淘宝店，和客人仅仅凭借电话联
系。“客人打电话过来沟通想要的数量，我们提前准
备好材料，接到订单就开始制作。基本没有客人订
完了以后又取消的，这是一种信任。”如今，玉香姨也
准备把制作红糖发糕的手艺传给儿子和儿媳妇。“很
开心大家喜欢我们家的红糖发糕，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品尝到我们的红糖发糕。”玉香姨说。

澄迈中兴镇红糖发糕：

软香甜糯的幸福滋味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实习生 梁小奕

寻味

今年全国405家A级
旅游景区被取消等级

据中新网消息，在今年的A级旅游景区整改提
质行动中，全国复核A级旅游景区5000多家，1186
家景区受到处理，其中405家受到取消等级处理。

11月6日，文化和旅游部在京召开文化和旅游
市场整治暨景区服务质量提升电视电话会议，通报
了“体检式”暗访评估等有关情况，对持续推进文化
和旅游市场整治，提升景区、旅游度假区服务质量工
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分别部署开
展了文化和旅游市场整治行动、A级旅游景区整改
提质行动，全国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高度重视，
精心谋划，扎实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市场整治行
动期间，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120余万人次，检查经
营单位 52 万余家，立案调查 8300 余件，罚没款
4100余万元，责令停业整顿715家，吊销许可证113
家;景区整改提质行动中，全国复核A级旅游景区
5000多家，1186家景区受到处理，其中405家受到
取消等级处理。

会议强调，各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要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扎实开展暗访评估工作;坚持依法办
案、有案必查，持续保持市场整治高压态势;坚持以
队伍建设为基础，着力提高文化和旅游市场治理能
力。要保持高压态势，持续抓好A级旅游景区动态
管理;坚持全过程管理，严把A级旅游景区入口关;
强化优质供给，进一步推动旅游景区提质扩容。要
强化引领，进一步扩大旅游度假区的数量;抓好管
理，进一步提升旅游度假区的质量;完善制度，进一
步强化旅游度假区发展的政策保障。

此次海南国际旅游岛（上海）
音乐推介会以“与海南共成长”为
主题，向在沪外国友人分享海南
的发展与变化，邀请海内外有识
之士加入“闯海人”行列，到海南
旅游、工作、投资、创业，展现出海
南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南共
成长”，也是海南旅游文化国际形

象推广活动的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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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就策划了以“发现海南”为主题的
系列国际推介会，2017年则以“体验
海南”为主题，2018年升级为“爱上海

南”，2019年又向世界发出邀请：与海南
共成长，更加凸显时代感，邀请全世界
共同见证并参与海南的发展与变化。

在海南完成收官拍摄和定档发
布的首档跨国联合制作职业体验纪
实真人秀节目《功夫学徒》，正在芒
果 TV 和 Discovery 探索频道热
播。此次推介会上，Discovery探索

亚太区节目监制伯克利向现场的嘉
宾朋友们讲述了她在海南选景和拍
摄的经历。“我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拍
摄工作过，海南的自然资源、绿色环
保发展理念和越来越国际化让人印
象深刻，我一定会邀请各国的合作
伙伴来这里旅游、工作，探索无限的
可能性。”伯克利说。

除了形式的创新，旅游推介更
重要的是内容的走心。

“我深深感受到了海南人民和
海南政府的真诚。海南选择以钢琴
艺术家吴牧野的古典音乐和钢琴艺
术做国际推广，这种对待艺术的专
业态度令人感动。”来自德国的情侣
卢卡斯和弗兰西对此次推介会赞不

绝口，用刚学会的成语——“神来之
笔”来形容，吴牧野演奏舒伯特的古
典音乐和经典的海南曲目，给他们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们表
示，海南对文化品质的追求以及对
文化的艺术呈现，让人相信海南不
仅仅是度假胜地，也会成为年轻人
的文化圣地。

精心策划的内容总能让境外推
介会大放异彩。德国当地时间9月
26日，为配合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海
南旅游专项推介会，省博物馆策展
的“旅途即归途——一个德国人与
海南岛的故事”图文展也在当地举
办。

图文展全面展示了德国学者汉

斯·史图博的中国民族学研究成果
及其与海南岛的深厚友谊，彰显其
为中德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重要
贡献。用一位与两地都有着深厚渊
源的人物作为切入点，拉近了海南
与德国的距离，吸引大批德国旅游
文化界人士前来观展，获得当地民
众的高度关注。

创新国际推广方式

走心营销令人心动

主题营销深入人心

红糖发糕。王家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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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旅游岛（上海）音
乐推介会上摆放的黎锦。

（省旅文厅供图）

在日本受到大阪民
众喜爱的波波椰。

（省旅文厅供图）

南溟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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