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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远方邂逅了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初探 

为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

源开发，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2018 年 3 月 13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设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10 月 25 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正

式挂牌成立！ 

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已成为发展方向，文化是内容，旅游是场

景，旅游发展的文化导向和文化深入，应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 

近年来，乐清也在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道路上探索着：如雁荡山

夫妻节，李花节、梨花节、杨梅节等借助各种节庆活动的乡村休闲游；

黄檀硐等生态村休闲游；王十朋、章纶等名人故里游；永乐人民抗日

自卫游击总队纪念馆等红色景点游；铁皮石斛基地参观等。 

如何将我们本地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更加有效地整合，扩大影响面，

吸引外来游客，是机构改革后值得深思的。本专题选取经典案例和国

内外专家学者的观点，以供参考。 



2019 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两会”专题 

4 
 

专家视角 

新时代“非遗”的保护利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了

新时代，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在进一步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应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其传承

和发展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结

合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战略关键点，进一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

学合理的保护利用，使其焕发生机与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1.积极打造旅游品牌，满足大众新需求。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

游开发利用模式主要集中在博物馆模式、休闲演绎模式、主题公园模

式、节庆活动模式等，开发模式较丰富，但仍缺乏区域性、主题式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品牌，因此，应通过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精

品品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新需求，引领旅游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通过积极打造非遗美食品牌、非遗演艺品牌、非遗节庆品牌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品牌提高旅游供给体系质量，通过完善旅游品

牌上下游衍生旅游产业链进一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

同时积极借助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络直播等新媒体手段，吸引游客

主动参与非遗旅游的传播与营销，调动大众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保护的积极性和关注力，通过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传播媒介的

更新，刺激大众日益增长的旅游新需求中对于非遗旅游需求的释放。 

2.创新应用科技手段，丰富保护新形式。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进行旅游开发利用时，应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性和旅游资

源开发利用的特点。创新地应用科技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与旅游发展有机结合，是新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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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之一。可将 VR、AR 技术应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艺模式当中，

将旅游电子商务与非遗产品推广相结合，将智慧旅游与非遗开发相结

合，使大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新鲜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迸

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3.加强非遗交流合作，增强国际新影响。新时代我国全面推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营造了良

好的外部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

国际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新时代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应

注意结合“一带一路”契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通过举行文化遗产旅

游推介会、邀请国际旅游者体验我国非遗旅游、举办非遗特色展示交

流会等形式进一步提升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学习

不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经验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共同发展，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构建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命运共同体。 

 4.深化开展精准扶贫，发挥旅游新作用。我国部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和传承地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方，经济水平无法有效

支撑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成为制约非遗文化发展的因素之一。新时代我

国将进一步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而旅游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手

段之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相结合可以有效地发挥旅游对非遗文

化传承的作用。发展贫困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应注意积极借助

国家精准扶贫相关政策，加强非遗文化遗产地贫困村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开发乡村旅游产品，深化旅游作为精准扶贫手段的作用。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 4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 批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名录。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需要采取新策

略，中国要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来源：中国旅游新闻网 2017-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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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文化创意成为重点发展方向 

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 21 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全世界

创意经济每天创造产值达 220 亿美元，并以 5%的年增长速度递增。

如今，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在旅游领域的拓展和延伸，成为旅游发展的新引擎，反

过来，旅游的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繁荣创造了新机遇、新动力。

在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及文化创意产品特点的背景下，文化创意旅游

已经成为旅游景区、旅游企业及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新领域、新热点。 

2016 年 6 月 6 日，上海迪斯尼开业运营，国内主题公园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大量上市企业也纷纷涉足主题公园，环球影城、六期、

默林等世界知名主题公园运营商也加快了在中国的项目开发。从布局

来看，大型主题公园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集聚特征更加突出，而且

已经开始向二三线城市渗透；从商业模式来看，主题公园衍生产品开

发滞后，“地产反哺”模式面临严峻的考验，轻资产模式成为盈利增

长点，收益渠道日益多元化；从类型来看，特种类型主题公园品牌已

初步形成，水上乐园投资现已趋于饱和，主题公园种类也更加多元化。 

文旅小镇是新时期文旅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第一

批中国特色小镇名单的公布，以文旅为特色的小镇在 2016 年迎来一

个爆发增长期。华侨城集团积极调整战略，正式提出“文化+旅游+

城镇化”模式，全面融入全域旅游发展和特色小镇建设。 

文旅小镇之所以能够引起产业界的积极参与，就在于其潜在的资源价

值得到了重新发现。文旅小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保护为主的中国

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譬如皇城相府、福建土楼、安徽西递等；

另一类则是以开发为主、面向当代人们生活的新型特色小镇，如古北

水镇、彝人小镇、马嵬驿等。而后者才是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也是潜在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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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以来，旅游演艺作为文旅产业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十

多年的大发展，已日渐成熟并开始进入调整期。数据显示，2016 年

的全国旅游演出共计 5.19 万场，比 2015 年下降 4.17%，票房收入

34.04 亿元，比 2015 年下降 3.21%。其中《印象丽江》在 2016 年上

半年共演出 371 场，同比减少 71 场，营业收入 4250.67 万元，同比

下降 60.87%。 

在局部地区，大型演艺已经出现过度竞争现象，甚至类似《泰山

千古情》等知名大型演艺也相继关停。但同时，由于旅游演艺对目的

地品牌建设的巨大提升作用而吸引了各路资本的大量涌入，积极投资

布局旅游演艺，新一批大型旅游演艺项目开始落地，如《最忆是杭州》、

《禅宗圣域》、《只有河南》等。 

未来单一旅游演艺项目已无法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一些知名旅

游演艺企业正朝着大集团化的发展方向前进，逐渐形成了涵盖住宿、

旅行、旅游演出、旅游购物等业务的纵向产业链。从产品类上来看，

纯粹比拼设备和宏大场面的旅游演艺 1.0 版本已经过去，以内容创新

和创意为核心的旅游演艺 2.0 开始形成强大生命力，譬如陕西旅游的

《长恨歌》。 

    文化“深度游”成为新亮点 

随着全球旅游市场的飞速发展，“文化深度游”已经成为越来越

多旅行者所追求的目标。中国旅游已经从传统“走马观花”式的观光

游向以文化为主题导向的“文化深度游”、“文化休闲游”转变，并出

现了以世界遗产为核心主题的专项旅游产品。 

文化深度游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遗产旅游热的兴起和发展。“遗产旅游”

已经成为世界旅游业最热门的项目之一。英国遗产旅游业发展迅猛，

年收入高达 260 亿英镑，几乎成为该国旅游业的支柱。 

    康体养生游成为文化体验的重要内容 

随着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出游能力渐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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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文化体验游成为游客热衷选择的旅游产品类型，其中康体养生游

因为能够迎合现代人越来越强的医疗保健意识和康体养生需求，成为

广泛关注和备受推崇的文化体验旅游产品类型。 

如今，康体养生旅游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其市场也在迅速

壮大，康体养生已然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竞相发展的高端旅游业态。

旅游界业内人士认为，作为未来旅游经济创新发展新模式，发展康体

养生旅游不仅有助于中国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有助于推进中国文

化旅游项目投资合作。在中国旅游发展相对成熟的很多旅游地，都已

经出现了相对完善和成熟的康体养生旅游的产品体系。 

虽然国内康体养生旅游受到各级政府、各类企业的重视，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势头，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与世界上康

体养生旅游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国内康体养生旅游在规划、开发、

经营、管理、服务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面临着缺乏明确的政策指

引、缺乏明确的监管机构、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缺乏完善的安全保

障体系、缺乏适用的复合型人才等挑战，需要加强研究、积极探索、

不断创新，方能保证康体养生旅游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2017-12-27） 

公共文化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十条建议 

    曾博伟（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旅游紧密相连。

促进公共文化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从发展路径上看，可以从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

施与文旅产业融合入手，再将其拓展到与文化相关的公共服务和文旅

产业的融合，进而拓展到整个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最终解决文化

和旅游发展“两张皮”的问题。 

从服务对象看，过去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所在地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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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而旅游的关注点是外地的游客。但是从公共文化的供给来看，

即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二者割裂开来。未来可以从口径更宽、涵盖更

广的休闲旅游入手，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包含居民和游客）的美好

生活需要来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从工作思路上看，应该将产业和事业的关系协调起来。过去文化

是事业强、产业弱；旅游则是产业强，事业弱。未来要取长补短，将

二者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实现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以下十条建议可资参考： 

一是强化博物馆的旅游公共服务功能。 

雒树刚部长 3 月 30 日在全国博物馆馆长论坛上指出，“博物馆既

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又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博物

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发挥不错，但旅游服务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一方

面要继续落实 2009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

[2009]41 号）要求，在旅游旺季适当延长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和服务

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将延长重点旅游区域博物馆开放和服务时间制度

化。另一方面要通过典型示范等方式，指导各地博物馆提高旅游服务

水平。2017 年，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旅游委委托，我们编撰了一本

《故宫服务》，从二十个方面对故宫旅游公共服务的经验进行了系统

总结，相关内容可以作为下一步出台提升博物馆旅游公共服务政策文

件的参照。 

二是逐步建立博物馆和重要文化旅游景点持证讲解制度。 

博物馆和文化旅游景点是传播优秀文化的重要阵地，但目前一些

导游在文化旅游景点胡乱讲解的问题也很突出。建议借鉴法国等国文

化讲解员持证上岗制度，全面提高文化旅游景点的讲解水平。2017

年新修订的《北京旅游条例》也明确规定，在“故宫、天坛、颐和园、

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的景区实行讲解员管理制度”。下一步可以在北京等地探索经验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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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在全国推行这一制度。 

三是支持重点旅游区域建设特色博物馆。 

博物馆在传播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目前的博物馆

基本集中在城区，这不利于充分发挥博物馆的功能。以国家地质公园

为例，自然资源部门对地质公园最重要的支持方式就是建设一个地质

资源博物馆。此外，一些特色博物馆的聚集区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目

的地，比如成都安仁古镇（抗战博物馆群）、韩国济州岛（泰迪熊博

物馆等）、日本三鹰市（宫崎骏博物馆等）都是旅游热点区域。建议

出台政策支持重点文化类旅游景区、文化类旅游小镇和重点旅游城市

建设特色博物馆，以进一步提高旅游的文化内涵。 

四是将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纳入文化公共服务设施统筹考虑。 

尽管旅游业发展很快，但旅游公共服务并没像文化公共服务一样，

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旅游公共服务投入较少且缺少稳定的资金来

源。另外，像农家书屋等文化公共服务设施使用率低和乡村旅游公共

服务设施不足的矛盾并存。建议在一些旅游热点区域，在文化公共服

务设施建设运营中同时考虑旅游的需要；同时，有必要将旅游公共服

务和文化公共服务一起，纳入整个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稳定的旅游公

共服务投入机制。 

五是推动文化元素全面注入旅游各个环节。 

在旅游过程中对文化的体验，并不限于对具体某个文化景点的参

观，更多的是在吃住行游购娱甚至如厕等各个环节的文化体验。近年

来，文化主题酒店、文化主题餐饮越来越受到各个旅游目的地的重视。

文化和旅游部门应该顺应这一趋势，鼓励和支持各地将地方特色文化

融入旅游各环节之中。以旅游购物为例，精美的文创产品受到游客热

烈追捧，故宫一年的文创产品销售就达到 10 亿。与此相对的是，在

许多文化类景区，旅游纪念品简单模仿、粗制滥造的情况也很普遍。

未来有必要打破垄断，通过在博物馆等文化旅游景区引入创意设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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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联合开发经营等方式来改变这一状况。 

六是对重点区域的文化旅游投资项目开展文化评估。 

目前在一些文旅项目中，歪曲中国传统文化、盲目引进国外文化、

误导游客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加以规范和引导。在

2018 年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出台的《关于规范主题公园建设发展的

指导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实现主题公园多样化、特色化、差异化、

内涵式发展，防止模仿抄袭、低水平重复建设，鼓励将中华元素融入

到主题公园游乐项目中，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未来文化和

旅游部可以借鉴环境影响评价的做法，探索建立文化旅游投资项目文

化评估制度。 

七是积极制订和推广文化旅游标准。 

旅游部门通过标准化的方式提高了自身行业管理的能力，同时也

极大地促进了旅游相关企业和旅游目的地服务质量的提高。像旅游星

级饭店评定标准、A 级景区评定标准等，都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相对于工业领域，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建设明显滞后，下一步

有必要加强和改进文化旅游标准化工作，通过标准化方式对文化旅游

发展的相关领域进行管理、规范和引导。 

八是加强文化和旅游在宣传营销方面的融合。 

宣传营销是世界各国旅游部门的首要任务。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

有助于更好整合文化和旅游部门过去的宣传资源，形成文化旅游营销

的合力。未来有必要在优化文化旅游内部宣传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

整合大外宣资源，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文化旅游宣传体系。同时，

要系统梳理中国的文化资源，根据不同的国际旅游市场，有针对性地

开展对外宣传促销，通过“旅游引进来”，实现“文化走出去”。 

九是培育新型文化旅游目的地。 

地方是落实文化旅游发展的主体，要将指导和推进地方文旅建设

作为工作的重点。过去文化部门在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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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部门在优秀旅游城市、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等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的

经验。建议将两个部门的工作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可以考虑在现有的

全域旅游导则中增加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未来也可以通过有计划、

有组织地创建文化旅游村、镇、县、城市等方式，引导各地文化旅游

发展。 

十是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提高文化旅游在国家战略中的位势。 

过去文化和旅游都在国家战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需要共

同参与各项国家战略。比如，在乡村振兴中，可以将文化保护和旅游

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让乡村真正成为“记得住乡愁”的地方；在脱贫

攻坚中，可以实现旅游扶贫和文化扶贫联动，通过帮助贫困地区挖掘

文化内涵，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品来提高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 

文化和旅游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公共文化之外，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旅游演艺、传统文化的活态保护、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的互动与统计等方面，文旅融合都还有很大的工作空间。建

议在文化和旅游部“三定方案”确定之后，启动文化旅游融合相关政

策的系统研究，并在适当时机以国务院名义发布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意

见。 

（来源：搜狐网 2018-06-05）  

国外文旅融合经验值得借鉴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指出，全世界旅游活动中约有 37%涉及文化

因素，文化旅游者以每年 15%的幅度增长。文旅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

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可以保护遗产、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实现经济

增长、推进旅游多样化发展和增强文化理解力。2017 年，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重新定义文化旅游时指出，文化旅游的基本动机是学习、

发现、体验和消费旅游目的地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景点。文化旅游景

点涉及社会独特的物质、文学、精神和情感特征，包括艺术和建筑、



2019 年浙江省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联盟“两会”专题 

13 
 

历史和文化遗产、烹饪遗产、文学、音乐、创意产业、生活方式、价

值体系、信仰等。该组织对 69 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文化与

旅游融合需要面对多种挑战和障碍：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差异、各级政

府之间的协调困难、确保旅游收入流入文化产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文化差异、新技术在文化旅游中的应用、促进文化和旅游利益相关者

的接触、建立强大的文化旅游品牌等。综合国外经验，文化与旅游融

合的基础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主要融合

模式有开发型融合、体验型融合、活化型融合、保护型融合、创意型

融合、重组型融合、延伸型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工艺品、美食、

传统节日、口述传统、宗教旅游等为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

融合模式有开发型融合、体验型融合。开发型融合主要是指通过融合

现有的资源，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博物馆等场所，向游客展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英国为例，通常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相

结合，发展博物馆旅游。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玛丽•露斯号军舰，历

经 30 年的保护和开发，文物保护和建筑设计的专业人员对船体进行

了恢复并量身打造了玛丽•露斯博物馆，吸引了超过 925 万人次的游

客来参观。 

    体验型融合主要通过开发如节庆活动、演艺和体验类旅游活动，

通过市场手段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体验型开发主要是对民间舞蹈、民间音乐和民俗活动等进行开

发，形成综合性的旅游体验类活动。这类融合中游客的参与性极强，

目前的代表有非洲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等国的土风舞，毛里求斯的塞

卡舞，巴西狂欢节等。巴西里约旅游局数据显示，2018 年里约狂欢

节吸引 600 万人参加，其中游客达 150 万，同比增长近 40%。 

    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物质文化遗产以世界遗产地、纪念

碑、历史场所和建筑、文化线路等为代表。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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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式有活化型融合、保护型融合。 

    活化型融合是指对现有的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延续利用与活化改

造来发展旅游。活化型融合在保留原有文化的基础上，迎合现代人的

需求，在功能上除了作为博物馆延续利用，还可以利用餐饮、酒店、

民宿等形式进行活化改造。马六甲和乔治市内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中

国寺庙、西洋教堂、清真寺、印度神庙等仍旧发挥着其原有的宗教作

用，而另一些历史建筑经过修复翻新，改造成博物馆、酒店旅社或餐

厅等。吴哥窟于 1992 年被列为世界濒危遗产，在一系列法律和吴哥

国际协调委员会的保护下，于 2004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4

年迎来了 450 万人次游客，预计在 2020 年将有 700 万人次游客。 

    保护型融合以文化线路为主要对象，通过对文化的保护和旅游的

开发利用实现文旅融合。印加路网、立陶宛琥珀之路、日本纪伊朝圣

之路以及丝绸之路等多处线性遗产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文化线

路不仅能为旅游和文化的交流提供平台，通过对线路的开发还可以促

进区域旅游合作。文化线路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鼓励社区广泛参与

文化活动，提高对共同文化遗产的认识。 

    当代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当代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涉及电影、表演

艺术、设计、时尚、新媒体等与旅游的融合，融合模式有创意型融合、

重组型融合、延伸型融合。 

    创意型融合是指通过创意设计将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形成新的

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旅游业发展。旅游与创意旅游之间的关键环节是

创意产业。通过利用技术、人才或技能来创造有意义的无形文化产品、

创意内容或者经验，将生产者、消费者和地方联系起来。迪士尼乐园

与迪士尼周边商品作为迪士尼文化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是文化创意

和旅游融合的成功实践。这种融合业态突出了旅游的功能，与动画电

影、周边产品融合成为一条产业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迪士尼乐园

2017 年接待游客 1830 万人次，同比增长 2%。另外，巴黎时装周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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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设计”为主题，以“基地+博览”为载体，推动了文化创意产业和

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重组型融合是指打破原有的旅游和文化产业的界限，将旅游产业

和文化产业重组构成新的产业链。以塞尔维亚世界音乐节、英国爱丁

堡艺术节为代表的节事旅游，以日本为代表的动漫旅游，韩国为代表

的影视旅游等都吸引了大量游客。如参观奥地利布雷根茨音乐节的人

数从 1987 年的 12.6 万人次增长到 2007 年的近 20 万人次。 

    延伸型融合是指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互相延伸从而实现文化与旅

游的交叉融合。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互动中，文化产业向旅游产业

延伸所形成的影视基地、动漫主题乐园、创意设计园区、会展中心等，

都属于文化产业向旅游业延伸所形成的文化产业景点，如美国好莱坞

影视基地、东京海贼王主题乐园等。2017 年，全球十大主题公园游

客总量增长达 8.6%，好莱坞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主题区在首个运营

全年中游客增长了接近 100 万人次。 

  （来源：中国旅游新闻网 2018-08-17） 

他山之石 

文化旅游联结“诗和远方” 

一个长近 4 米、高约 3 米的仿真三角龙在第三届创新创业博览会

上缓缓踱步，好奇的小朋友跑上前摸了摸它的皮肤，惊呼：“是软的！

好像真的一样！” 

    这是四川自贡沿滩展厅带来的展品，除此之外，展区内还有貔貅

彩灯、由秸秆制成的大型草雕——龙、由轮胎材料制作而成的大型胎

雕——外星人等。这些艺术品制作精良，栩栩如生，每一处细节都做

得十分完美，引得观众驻足参观、拍照。 

    这些展品是自贡市沿滩区特色的缩影。沿滩素有“十里水路连八

街，千年盐运第一城”之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 AAA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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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近年来，沿滩区在深入实施“一线经济带”，发展工业强区战

略的同时，也积极打造文化创意产业。 

    自贡沿滩展厅的大型草雕和胎雕均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肖

正贵制作而成。《沿滩宣传》编辑部主任李良昭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

在线记者，草雕和胎雕是传统工艺和雕塑艺术的结合，也是沿滩彩灯

产品技艺和文创产品开发的新方向。 

    据李良昭介绍，近几年沿滩区把旅游产业作为幸福产业，不断改

善城乡生态环境，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扎实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

设。刘山草雕节更是化腐朽为神奇，将稻草编制成盘龙卧虎、城堡等，

装扮出一个奇幻美妙的乡村世界，让游客领略自贡灯会制作者神奇的

创作才能。 

    与四川自贡栩栩如生的草雕、胎雕不同的是，浙江省宁波市东钱

湖文旅集团展厅展示的是陶瓷艺术的静谧之美。该展厅的钧瓷有着像

琉璃一样的明亮金属光泽，区别于其他日常见到的陶瓷，吸引了众多

参观者驻足赏看。 

    东钱湖文旅集团千年湖底泥项目产品研发负责人马丙楠告诉记

者，这种有着金属光泽的钧瓷是用东钱湖的湖底泥和普通钧瓷釉相结

合烧制出来的。 

    东钱湖是浙江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也是知名风景名胜区。2001

年，东钱湖管委会成立之后，耗资百亿元开展湖底清淤工作。把清淤

出来的大量湖底泥“变废为宝”被提上了日程。由于东钱湖为海迹湖，

其独特的地理构造使湖底泥泥质细腻，比陶土略硬又比瓷土略软，是

理想的陶瓷用泥。 

    那些有着金属光泽的钧瓷就是用东钱湖的湖底泥和普通钧瓷釉

相结合烧制出来的。它不仅填补了东钱湖的旅游产品空白，还变废为

宝解决了环境问题，更激活了古老的东钱湖陶瓷文化，为当地文化旅

游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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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地的自然资源加以利用，几乎是地方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

共同点。离钧瓷不远，寻着一股咖啡香，便找到了云南景洪展厅。“我

们在云南有 1.2 万亩咖啡种植基地，生产的云南小粒咖啡畅销海内

外。”据介绍，景洪市“普文•馨瑞克咖啡小镇”项目预计总投资 60

亿元，重点培育“咖啡体验”、“欧陆风情”、“休闲度假”、“幸福康养”

四条主题线索的特色产业。而早在 10 年前，云南景洪城投旅游文化

产业有限公司就与傣族园合作，发展和当地农户共同经营的模式，给

村民做酒店培训，帮他们开起客栈，经营民宿。目前，“景洪城投正

在以西双版纳文旅资源为依托，以雨林山水生态建设为先导，以六国

风情为主线，以文化艺术为灵魂，致力于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康体

养生、旅居生活为一体的‘产业+’创新项目综合开发运营，努力打

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完美生活画卷。 

    与这些充分利用地方资源的文旅产业不同，北京昌平走的是另外

一条文创之路。“文创昌平，魔术之都”——在国际魔术文化创意产

业展区，一场结合了魔术演出、魔法体验课堂、童书展销等内容的“特

殊”展览，吸引了家长和小朋友们的驻足。 

    “魔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方式，正在逐渐被更多人所认知。在

创博会上展示我们的教学成果，也是对魔术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宣传。”

原点魔幻联合创始人谭浩说。作为国内知名儿童魔术培训机构，自

2011 年创业至今，原点魔幻已经累计培训了万余名学员。而青豆童

书馆的图书编辑姚女士则说，“一会如果不忙的话，我也想看看魔术

表演。这次我们来到这不仅仅是为了卖书，也是为了感受这种多元的

氛围。” 

    多元，也是文化和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特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

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

文化正日益成为众多地方的优质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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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被网友们称为“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

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

是众多游客希望在旅游中体验的内容。 

（来源：中国文明网 2018-12-17） 

饶阳发展“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文化旅游 

饶阳县依托绿色生态、特色农业、文化资源等优势，大力发展“农

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文化旅游模式，以农业、文化催生旅游业，

以旅游带动农业大发展，文化大繁荣。 

“带着孩子自己开车过来的，玩了一天，喂兔子、捡鸡蛋、摘葡

萄、看骆驼、玩 CS 等等，孩子非常高兴，我们一家人都觉得这一天

非常充实，不虚此行”。一位来自北京的游客高兴的说。 

据了解，饶阳县依托绿色生态、特色农业、文化资源等优势，大

力发展“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文化旅游模式，以农业、文化催

生旅游业，以旅游带动农业大发展，文化大繁荣。 

办文化活动，凸创意品位。举办“我最中国—2017 饶阳精粹文

化年”，开展一系列高质量、高水平的品牌活动和推广宣传，吸引游

客来饶休闲度假。实施“五个一精品工程”，具体包括：“一秀”催生

民间精华，成立中国饶阳农民民族乐团和中国饶阳青少年民族乐团，

形成常态化的民族音乐演出活动；“一节”中国饶阳国际乡村婚礼节；

“一赛”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一展”中国饶阳工匠文化展；“一论坛”

中国民族乐器发展论坛。3 月 1 日，已启动“乐动中国”饶阳民族器

乐电视大赛，3 月 18 日进行首期海选比赛，并在市、县电视台播出。

5 月份举办文化年文艺演出、中国饶阳工匠文化展、中国民族乐器发

展论坛。 

建特色景点，栽引凤梧桐。围绕采摘基地、休闲农庄、特色小镇、

美丽乡村，建设一批文化体验、娱乐休闲、餐饮住宿等相关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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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吃有机菜、喝饶阳酒、住农家乐、游文化展”的特色旅游产业，

叫响饶阳旅游品牌。建立“一核、两翼、四带、八区”旅游发展格局，

一核：国家农业公园旅游综合体；两翼：北翼——现代农业体验区、

南翼——农业生态休闲区；四带：京南七彩飘带、蔬果香榭观光带、

滹沱花谷休闲带、饶野多姿体验带；八区：“饶阳老街、民乐小镇、

蔬菜小镇、诗经小镇、创客部落、木殿寺文化产业园、梨园春乡村嘉

年华、魅力饶阳民俗村”八大特色旅游聚集区。 

强硬件设施，迎四方来宾。该县以旅游通达条件提升、旅游精品

景点建设、旅游商品开发、游客服务接待中心建设等四大工程来强化

硬件设施建设。在游客集散中心建成启用之前，建立临时游客集散中

心，提供换乘、咨询展示、旅游接待、餐饮、购物、停车等服务。在

全部景区、景点和旅游线路，建立统一的旅游交通引导标识系统。在

平安路大广高速饶阳出口处设立饶阳县全域旅游导览图。同时，对景

点、景区进行改造提升，为游客提供采摘、游玩、餐饮、跑马、内画

体验、射箭、真人 CS 等多项活动，为游客提供周到服务。 

谋精品线路，展诱人画卷。该县精心谋划、串珠成线，形成多条

线路，供游客根据来饶时间自由选择。一是串联众悦高科农业观光园、

战备路观光带、老电影收藏展览馆、官亭民乐小镇、水木故城葡萄小

镇、沱阳公园、文化广场、华日青铜元、央景农业观光园等景点的体

验民乐、果蔬采摘线路；二是串联老电影视收藏展览馆、刘晖民俗园、

耿长锁纪念馆、冠志农业观光园、善美家园休闲小镇、水木故城葡萄

小镇、沱阳公园、文化广场、华日青铜园、央景农业观光园等景点的

体验内画艺术、观特色小镇、摘生态果蔬线路；三是串联所有景点的

总线路。 

（来源：网易 2017-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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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 

1.《旅游、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馆藏地点：乐清市图书馆三楼；索书号：F590/7422） 

2.《新时代旅游国际化与战略转型研究》（出版社：人民日报出

版社；馆藏地点：乐清市图书馆三楼；索书号：F592.3/1261） 

3.《健康养生旅游经典案例》（出版社：旅游教育出版社；馆藏

地点：乐清市图书馆三楼；索书号：F590.7/2728） 

4.《中国温泉疗养旅游探秘》（出版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馆

藏地点：乐清市图书馆四楼；索书号：K928.4/4033） 

5.《人文旅游》（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馆藏地点：东皋城

市书房；索书号：F592-53/3201） 

6.《旅游时代的文化叙事：闽西的客家化进程和客家符号的建构》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馆藏地点：乐清市图书馆四楼；索

书号：K281.1/8035） 

7.《美丽乡村：乐清乡村游专辑》（著者：乐清市仙乐旅行社《乐

清乡村游》编委会；馆藏地点：乐清市图书馆五楼地方文献室；索书

号：K928.955.4/7135） 

8.《温州特色旅游产品经典案例》（出版社：中国财富出版社；

馆藏地点：乐清市图书馆三楼；索书号：F592.755.3/3630.6） 

9.《文化旅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馆藏地点：乐清市图书

馆三楼；索书号：F590-05/3546） 

10.《文旅 IP：特色小镇 IP 化运营策略与落地》（出版社：经济

管理出版社；馆藏地点：温州市图书馆三楼；索书号：F590.82/7410） 

11.《流动与圈定：一个客家山村的旅游发展与社区重构》（出版

社：中国旅游出版社；馆藏地点：温州市图书馆三楼（乐图已订购）；

索书号： K281.1/4414） 

12.《文化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研究》（出版社：湘潭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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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地点：温州市图书馆；索书号：F592.3-53/4434） 

13.《浙江省海洋海岛旅游发展研究》（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馆藏地点：温州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索书号：F592.755/2814.2） 

14. 《旅游创业启示录：互联网+时代的乡村旅游创客》（出版社：

旅游教育出版社；馆藏地点：温州市图书馆三楼；索书号：

F592.68-39/4043） 

15.《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传承研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馆

藏地点：温州市图书馆三楼；索书号：F592.3/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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