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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
民政府 《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旅游产业化建设多
彩贵州旅游强省的意见》 明确
指出，加快完善山地旅游产
品。优化传统业态，创新产品
和服务方式，培育新业态、新
产品、新模式，推动旅游业转
型升级。高质量实施旅游精品
工程，大力推进避暑康养游、
文化体验游、乡村休闲游、研
学探险游、体育健身游同步快
速发展。

山地旅游产品创新 成果丰硕未来可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向秋樾

在过去几年的旅游发
展经验中，遵义的红色文
化、六盘水的“3+6”运
动康养产品、黔东南施秉
县依托世界自然遗产打造
的乡村旅游以及铜仁石阡
县名声在外的温泉等，都
是当地依据自身资源禀赋
和文化优势成功打造的具
有代表性的山地旅游产
品。立足新发展阶段，已
有的成果为进一步加快旅
游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
础，也提供了宝贵经验，
如何在优化传统业态的基
础上，创新产品和服务方
式，培育新业态、新产
品、新模式，以此推动旅
游业转型升级？以下案例
的发展路径具备一定参考
价值。

遵义会议纪念馆：创新融合，“沉浸式体验”开启红色旅游新风尚
86 年来，红色，始终是遵义浓郁的

底 色 。 遵 义 会 议 留 下 的 红 色 文 化 “ 种
子”，如今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仍然夺
目耀眼，照亮黔北人民的生活。

遵义会议纪念馆管理遵义会议会址、
红军总政治部旧址、遵义会议期间毛泽
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处、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国家银行旧址、遵义会议陈列馆、遵
义红军烈士陵园等纪念建筑。馆内展示了
大量文物、珍贵历史图片、文献资料等，
生动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历程。驻足于陈
列馆的各个展厅，可在文物中感受历史风
云。近年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年接待观众

量保持在 400万人次以上，遵义会议的精
神力量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走进遵义会议陈列馆，一段 4D 视频
吸引着参观人群驻足。据遵义会议纪念馆
副馆长张小灵介绍，陈列馆采用多媒体情
景剧、多媒体历史场景等展示手法，再现
长征历史和英雄人物。运用国际化、现代
化的先进设计理念，将高科技、信息化手
段与艺术审美紧密结合。“我们看见的视
频内容是由特型演员参演，用幻影成像技
术还原遵义会议召开时的场景，这种规模
的等身立体成像目前国内外尚属首次。”

除了将镜头对准“遵义会议”，遵义

会议纪念馆还着重设计了“娄山关大捷”
大型场景，在 400平方米的空间内全部使
用半景画技术的基础上，用 20 多台投影
仪再现战争场面，一场巨大的宽幕电影在
一个大型的立体场景上演出，融合完美。
人们沉浸其中，得到视觉、听觉的双重体
验，使红色精神形象生动、入心入脑。

近年来，遵义市多措并举打造全域旅
游，不断提升旅游质量，红色旅游也在持
续发力，以重走长征路、爱国主义教育为
延伸的经典红色旅游产品和线路受到众多
外地游客青睐。

遵义会议纪念馆除了在馆内体验项目

上下功夫，也逐步向“智慧旅游”“数字
旅游”迈进。2020 年 11 月，遵义市深入
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基于 5G 通信系统
建设，有效利用三维 VR 技术、多媒体技
术、数字科技等技术手段，把遵义会议会
址等 11个纪念场馆以及纪念馆内 1500余件
馆藏文物装进了“云展厅”。打开手机，
便可随着 VR 全景镜头，听着音乐和讲
解，参观纪念馆。足不出户，用手机“云
游”遵义红色景点，在线上也能将遵义会
议纪念馆“一览无余，尽收眼底”，重温
那段珍贵的红色记忆，这样的方式也让游
客的“沉浸体验感”得到最大化的保存。

六盘水：冬季运动，构建“旅游+体育”新格局
1月 15日，2021年贵州省冬季旅游滑

雪季、2021 年全国高山滑雪青少年邀请
赛、贵州省青少年冬季阳光体育大会将在
六盘水梅花山国际滑雪场举行。半个月
前，位于六盘水钟山区的滑雪场在新年第
一天迎来了 4200 名进场游客，实现新年

“开门红”。同一天，位于水城区的玉舍雪
山滑雪场也热闹非凡，2021年世界雪日暨
国际儿童滑雪节系列活动在此举办，为期
两天的活动聚集了大批滑雪运动爱好者。

六盘水的滑雪场可不只这两处，位于
盘州市的乌蒙滑雪场同样成为大批游客的

冰雪乐园，它与上述两个滑雪场都是六盘
水近年来着力打造的低纬度高海拔天然滑
雪场，总规模约 44 万平方米，平均海拔
2400米，每日能同时容纳约 1万人左右滑
雪。其中，梅花山国际滑雪场是西南地区
最大的滑雪场之一。而置身于林海雪原中
的玉舍雪山滑雪场位于水城县玉舍国家级
森林公园内，是贵州省首家高山滑雪场。
这里有 300亩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森林
覆盖率在 90%以上，游客可以在野玉海景
区一站式体验“世界第一高铁”、玻璃栈
道、玉海天梯等多种文化体育旅游项目。

玉舍雪山滑雪场曾获得中国旅游研究院授
予的“2016-2017 中国最具潜力滑雪旅游
度假区”。

众所周知，六盘水素有“中国凉都”
的美誉，是夏季避暑的好去处。但在过
去，由于气温偏低且旅游产品单一，冬季
旅游一直是六盘水的短板。近年来，随着
几大滑雪场的陆续建成和开放，以及温泉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六盘水迅速补齐短
板，依托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持
续丰富的冬季旅游业态和产品，以滑雪和
温泉为主体推出“3+6”运动康养产品，

一跃成为贵州冬季旅游中的亮点。
随着梅花山国际滑雪场的开放，以长

约 10公里、高差约 620米的世界上最长同
路径山地索道为代表的系列旅游体验项目
也逐步推入市场，冬季旅游产品种类更加
丰富，如今形成滑雪体验、索道体验、度
假公园体验等相结合的新发展格局。

不仅是游客的冰雪胜地，近年来，六
盘水市也依托优势资源持续开展“冰雪运
动进校园”活动，这个冬天活动也如期展
开，组织在校学生免费进入雪场，实地体
验滑雪的魅力。

施秉黑冲民宿：世遗背后的无限可能
施秉县白垛乡白垛村曾是一个贫困

村，但近几年来，这里黑冲组的村民陆续
将自家的木屋改造成民宿，背靠景区吃上
了“旅游饭”。

黑冲，顾名思义，即黑色的山谷。白
云岩喀斯特地貌形成了黑冲群山沟壑纵橫
的奇特风貌，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种类繁多
的植物构成了黑冲风景区的迷人风光，作
为氵舞 阳河风景区一个重要景点，黑冲风
景区还有两大吸引游客的卖点——世界自
然遗产地和“黑冲甩敌战斗”革命遗址。

2014 年 6 月 23 日，施秉喀斯特在第
38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自

然遗产名录，黑冲风景区作为白云岩喀斯
特地貌的核心区与缓冲区，既依据红色文
化底蕴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出 40 余个
景点，又同时紧靠 140 平方公里的无人
区，营造出的神秘与绝美，自然成为广大
游客心之所向的旅游胜地。

身在其中的黑冲组村民又何尝不知这
些在外远播的声名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什
么样的改变？因此，以贵州麻卡黑冲文化
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为龙头，联合 24 户农
家共同组成的施秉县世遗黑冲生态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于 2018 年正式成立，并立
下合作社宗旨：“让打工者回家，让村民

安居乐业，让都市分享黔东南。”在龙头
企业的带动下共同开发了黑冲木屋民宿。

走进黑冲木屋民宿，木质屋舍呈三合
院格局，自成院落。造型上原汁原味的民
居房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保温、隔音、
采光等必要的改善措施配以民族特色床具
和装饰，极大提升了游客居住的舒适度。

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优势和红色文
化资源，同时保留了较为原始的农村风
貌，黑冲木屋民宿在这些优势基础上开发
出多种体验项目。据了解，民宿均由原住
民进行日常管理，合作社的龙头公司负责
投资改造、整体运营和引流，扣除经营费

用后利润进行平均分配。此外，民宿还纳
入麻卡度假系统平台的会员体系，从而带
动全村农产品的增值消费。

自开始规划起，黑冲木屋民宿就拟定
计划，将每户改造为 6间客房，共计改造
144 间星级民宿客房，计划三年时间完
成，带动 24 户 72 个村民就业，带动 300
亩农田的农产品消费，规划培育黑冲村的
87户农家实现“一家一业”，实现当地村
民多技能发展。目前，黑冲木屋民宿所在
地已改造出 30间客房，已安置 28名村民
长期就业，其中 8人是返乡农民工，为近
70人解决了临时就业问题。

石阡佛顶山温泉小镇：“温泉+”让四季共享康养之旅
隆冬时节，浸入微量元素丰富的矿物

质泉水中，感受温暖泉水轻抚肌肤、打开
毛孔，在蒸腾的热气里缓缓放松。在石阡
佛顶山温泉小镇，“泡温泉”不只是简单
沐浴，更是一次养生、养性的别样体验。

石阡佛顶山温泉小镇位于石阡温泉风
景名胜区，水源自地下 2000 多米，出水
温度 45℃至 60℃。水中富含丰富的硒、
锶、锂、氡、锌、碘、偏硅酸等多种对人
体养生保健有益的微量元素，是不可多得
的可饮可浴型温泉水。这里有无心汤院、
寻川汤隐、御汤生温泉度假酒店等项目。

为了打造“全时段”旅游，石阡佛顶
山温泉小镇还为炎热的夏季量身定制了时
下流行、受儿童和年轻人欢迎的水上乐
园。12个水上娱乐项目丰富选择，无论是
全家总动员、情侣甜蜜游、老友探险记，
都能在这里收获专属的乐趣。

石阡佛顶山温泉小镇于 2018 年投入
使用，作为石阡县打造“温泉之城·长寿
石阡”品牌的标志性重点工程，以当地温
泉资源为基础打造综合性康养旅游基地，
目前是贵州最大的温泉综合体。在发展方
向上，石阡佛顶山温泉小镇全力研发系列

温泉旅游产品，推广四季温泉养生旅游，
在功能建设、设施打造方面下功夫，逐渐
向高端化、国际化水平迈进。丰富的体验
项目、独特的养生文化为温泉小镇带来了

“流量”。据了解，2020年 7月至 8月，温
泉小镇共接待游客 10 万人，截至 2020 年
11月，游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

温泉被世界各国公认为“朝阳产业”
和“绿色产业”，但时令性强、季节性消
费特征明显，也是温泉旅游行业面临的现
实问题。解决这个难题，推动“温泉+”
融合发展至关重要。因此，石阡佛顶山温

泉小镇继续以健康为主线、温泉养生为切
入点，推动“温泉+”多产业融合发展，
涵盖“温泉+康养”“温泉+运动”“温泉+
理疗”“温泉+苔茶”等不同体验内容，积
极与周边景区实现互动。温泉小镇开发运
营方贵州交建梵净山温泉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邢鑫说，“温泉小镇
下一步计划便是做大‘温泉+景区’，努力
将镇远古城的游客引进佛顶山温泉小镇；
另一方面，利用好石阡境内的楼上古寨、
尧上景区、鸳鸯湖湿地公园、毛龙节、敬
雀节等旅游资源，抱团闯市场。”

施秉黑冲民宿并非贵州
第一个靠世界自然遗产和红
色文化吃上“旅游饭”的旅
游产品。这些依托世界自然
遗产优势而发展旅游的村
落，在推进旅游产业化发展
的道路上，已脱颖而出一批
典型案例，进一步强化标准
化提升，全力发展高质量乡
村旅游，推动有条件的村寨
按景区化打造，是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的重要手段。

石阡佛顶山温泉小镇坚
持以健康为主线，做大做实
“温泉+”多产业融合。整
合项目当地生态和民族文化
资源，积极开发休闲养生、
生态养老、森林康养、功能
食品等康养旅游产品，不断
加大中高端温泉旅游产品有
效供给，丰富旅游业态，掀
起冬季温泉旅游消费热潮，
推动疫情后的贵州温泉旅游
市场复苏，助力贵州打造
“中国温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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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惯性思维，必将迎
来改变。从几大滑雪场目前
发展情况来看 ，“旅游+体
育”产业链在六盘水已初具
雏形，不仅有吸引游客的旅
游产品，也吸引大量专业赛
事做出增量。或许是尝到了
体旅融合“甜头”，六盘水
还在持续开发更多新的运动
项目，而他们从产品到产业
链的步步推进，也很值得体
育旅游类产品开发的借鉴。

遵义会议纪念馆运用国
际化、现代化的先进设计理
念，将高科技、信息化的手
段与艺术审美紧密结合。通
过 4D 全息投影、多通道投
影、虚拟现实等技术，搭建
沉浸式体验的结构和形态，
让游客沉浸在特定情境、氛
围与主题中，感受集多种媒
介和各种视听效果于一体、
全方位作用于身心的难忘经
历，成为掀起全省红色旅游
新风尚的重要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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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 贵景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