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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兵

近年来，我省体育旅游产业发展迅速，
各地根据自身资源优势，适时推出了一系列
体育旅游产品。从登山到马拉松，从飞行到
皮划艇，吸引了众多爱好者的参与。日前，
由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主办的全
国体育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我省海阳旅游
度假区、青岛奥林匹克帆船中心荣获首批
“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泰山国际登山
比赛荣获首批“国家体育旅游精品赛事”。
这将对省内甚至国内体育旅游产业发展起到
更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此前，国家旅游局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
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
见》提到，到2020年，中国体育旅游总人数
将达到10亿人次，占旅游总人数的15%，体
育旅游总消费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近年
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升级，以
体育和旅游为代表的体验式消费正在快速增
长。无论从国家政策支持角度还是市场需求
角度，体育旅游正成为旅游界的一大热门。

国内体育旅游发展步伐加快

有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选择体育

旅游产品出游的人次增幅明显，比2016年同
期增长了1 . 2倍。在最受欢迎的体育旅游项
目中，登山、骑行、徒步等健身类旅游活动
领先。同时，体育旅游也呈现出极强的季节
性特征，在1月-3月，北方城市的滑雪旅游
产品销量火爆，而到了夏季，沿海城市如青
岛奥帆中心和日照世帆赛基地等目的地备受
游客青睐。

“相较于过去单一的观光旅游，以参与
和体验为主的体育旅游越来越受到大家欢
迎。中国各地有着丰富且类型多样的体育旅
游资源，各地政府也积极整合当地资源，以
全域旅游的理念统领，利用‘体育+旅游’
的方式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当地特
色的体育旅游名片，促进消费升级。”驴妈
妈旅游网CEO王小松表示。

据了解，目前国内的体育旅游发展步伐
加快主要涵盖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体育旅
游示范基地方面，不少景区和城镇规划都将
运动、休闲和体育作为核心业态，特别是体
育旅游特色小镇的建设，也是体育休闲产业
发展的重要载体；二是体育旅游IP（知识产
权）的打造，体育旅游的发展离不开IP化。
这个概念里面包含着粉丝黏性、持续的影响
力以及激发衍生消费的能力，目前国内能称
得上体育旅游IP的项目仍屈指可数。

各地布局打造品牌赛事IP

借助政府的“东风”，各大旅游企业也
纷纷发力，布局“旅游+体育”领域。据了
解，目前国内除了参与人数较多的健身游，
其他如观赛游、参赛游等细分领域往往更偏
向定制化。市场本身“蛋糕”不大，参与其
中竞争的除了旅游企业，还有来自体育垂直
领域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在体育旅游产
业链的上游端——— 体育场馆和赛事资源等领
域，以及下游端的用户群方面都更具有优
势，旅行社在交通和住宿等旅游产品服务能
力上则相对较强，如果能将这两者结合起
来，或许能推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定制化
体育旅游产品。”王小松表示。

目前国内各地已经纷纷开始布局体育旅
游产业。在省外，京津冀地区借力2022年冬
季奥运会，协力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共同建
设体育旅游休闲基地；云南省紧紧围绕健身
服务、高原训练、赛事活动三个重点领域，
推动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形成了康体休闲
游、健身训练游和观赏体验游等三大体育旅
游类型；浙江省政府也发文，力争培育3—5
个以体育产业为主要载体的特色休闲小镇。
而在体育项目中，马拉松、越野跑等户外活

动已成为多地刺激体育旅游产业发展的“先
行者”，福建武夷山、河北崇礼、江西武功
山、甘肃张掖等地都开始打造品牌赛事，通
过赛事IP的吸引力与辐射能力塑造区域文化
体育旅游品牌。

我省高起点规划体育旅游产业发展

放眼我省，除了前文所言的各项体育赛
事活动和示范基地外，旅游部门也从政策角
度对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规划。《山
东省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将
与体育部门合作，共同开发钓鱼、划艇、沙
滩竞技、山地自行车、高尔夫等比赛及大众
体育健身活动。依托景区步行道、城乡绿道
等设施，发展自行车比赛及骑游、跑步及徒
步运动，形成品牌化和常态化的体育健身旅
游产品。

此外，我省也将发挥省内高尔夫场地资
源的优势，支持旅行社加大开发韩国等主要
客源市场；鼓励各地积极申办承办具有影响
力的国际、国内体育赛事，有效对接各类体
育赛事的举办和观战；积极办好如泰山国际
登山节等品牌体育健身旅游活动，不断扩大
其市场影响力，带动区域和全省体育健身旅
游发展。

相较于过去单一的观光旅游，以参与和体验为主的体育旅游越来越受欢迎———

借赛事IP塑区域体育旅游品牌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刘阳阳 报道
本报泰安讯 7月15日，泰山天颐湖首届3D灯光艺术节

在天颐湖旅游度假区举行。据了解，本次灯光艺术节将持续
到10月8日，游客可于每天17点到23点到场游览。

据了解，本届3D灯光艺术节最大的特点是将水岸花海
美景与人造灯光艺术完美融合，集观赏、娱乐、美食、避暑
休闲于一体。行走在万亩湖畔千亩花海间，各式的灯光长
廊、主题场景美轮美奂，浮现在空中的3D灯光秀表演梦幻
迷离，精彩的水上飞人表演令人心潮澎湃。在无数艺术造型
灯盏的照耀下，格桑花、马鞭草、小丽花、向日葵、萱草、
玫瑰花等各色鲜花似真似幻。

此外，7月8日开业的无边际泳池也在首届3D灯光艺术节
期间为广大游客和市民提供更多避暑游玩选择。白天亲水娱
乐，夜晚欣赏美丽的灯光艺术，将成为这个盛夏最惬意的避
暑休闲方式。

□刘兵 于鹏 报道
本报青州讯 7月8日，青州市首家房车营地在九龙峪正

式开营。九龙峪房车营地位于国家3A级景区九龙峪内，占
地约32亩，配备标准房车停靠位24个，设计帐篷露营营位37
个，移动别墅9套，观湖木屋20套，拖挂式房车12辆。

近年来，青州市大力发展全域旅游，着力打造新产品、
谋划新项目、发展新业态、形成新亮点。该市着力推进“旅
游+体育”“旅游+低空飞行”“旅游+康养”“旅游+网
络”，涌现了一批旅游新业态，泰和旅游小镇、中晨国际文
化艺术小镇、云门山文化旅游度假区·九龙峪旅游小镇、井
塘古村·玲珑山景区等项目全面启动，八喜旅游网、江南温
泉、驼山滑雪场改造、云门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四季滑雪场、
航空旅游、九龙峪房车营地、青城国际养生旅游度假区、
“云门山·桃花源”原生态田园养生养老公园项目、王府游
乐园改造等旅游项目扎实推进。目前，青州全市布局、项目
带动、产业融合的全域旅游发展局面初步形成，越来越多的
游客在青州游山玩水之余，充分感受了健康养生、体育运
动、文化娱乐、生态休闲、农事体验等休闲度假体验。

□徐光莹 杨丽 报道
本报沂源讯 近日，山东省住建厅公布了山东省第四批

传统村落名单。沂源县南鲁山镇水么头河北村和双石屋村榜
上有名。

在水么头河北村，红色中式凉亭、石制房屋、明代古石
门楼和清代门楼建筑错落有致，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传统
古朴的风格，引得游客纷至沓来。为发展全域旅游，南鲁山
镇充分发挥镇域生态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深入挖掘各村兵工
文化、花卉文化、中药养生文化等特色传统文化，大力发展
乡村特色旅游，集中打造了首批7个旅游特色村，实现了传
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为建设特色旅游小镇打下了坚实基
础。

为提升旅游服务品牌影响力，近年来，该镇累计投资
1 . 7亿元陆续打造了神农药谷休闲度假旅游区、流水流域观
光采摘旅游区及凤凰山流域休闲养生旅游区等。重点实施了
凤凰山、云水瑶、三岔桂花园等景点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全
镇旅游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旅游经济成为推动全镇经济
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力。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蓬莱讯 蓬莱欧乐堡水上世界将于

7月18日开门纳客，届时，蓬莱八仙过海度
假区暑期狂欢节也将同期启幕。

作为山东省首家滨海水上乐园，蓬莱欧
乐堡水上世界汇聚了50多台亚洲顶尖的水上
娱乐设施：翻江倒海的“魔力回环”，高达
28米令人心跳不止的“时空穿梭”滑道，高
速离心旋转的“梦幻漩涡”，浪潮汹涌的
“飓风湾”，以及胶东地区项目最丰富的亲
子戏水区，游客可在极限动感与静逸休闲中
尽享夏日激情水狂欢。

此外，欧乐堡梦幻世界还推出亲子喜乐
汇、爱情总动员、勇者挑战季三大精品项
目，为亲子组合、情侣档、兄弟连、闺蜜班
订制专属玩法。大型豪华花车巡游每天准时
相约，打造最欢乐、最梦幻的盛夏体验。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12日，记者从省旅游

发展委获悉，为助力第五届世界摄影大
会，提升好客山东在国际旅游摄影界的影
响力，2017“孔子家乡·好客山东”国际旅
游摄影大赛征稿时间将延长至9月15日。目
前，大赛组委会已经通过官方网站和微信
微博平台对外发布了公告和新的征稿启
事。

公告称，大赛自开启至今一直备受社
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广大参赛作者热情高

涨、投稿踊跃，各地关于摄影大赛举办的
各类摄影活动如火如荼。同时，大赛组委
会也收到了大量的优秀投稿作品和许多宝
贵的意见与建议。大家普遍认为本届大赛
的征稿截止日期过早，不能够使作者有足
够的时间拍摄出更为理想或更高要求的参
赛作品，希望延长大赛截稿日期。应广大
参赛作者的要求，同时更好地宣传山东旅
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山东进行旅游
与摄影创作，大赛组委会经过认真商榷后
决定：将原定于2017年7月15日的截止征稿

日期延长至2017年9月15日24:00止，并于2017
年9月底评选出比赛结果，其他事项不变。

据悉，2017“孔子家乡·好客山东”国
际旅游摄影大赛由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办，山东省旅游摄影协会和《旅游世
界》杂志社承办，凡是涉及好客山东十大
文化旅游目的地及山东境内的自然风光、
人文和旅行生活等“全域旅游”类摄影作
品均可参赛。此次大赛征稿时间延长，将
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作者参赛，征集到更为
优秀的参赛作品。

□ 朱 军

1998年6月，首批3名省旅游发展委援藏
干部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跋涉三天两夜，行
程3800多公里，从海拔将近零米的大明湖畔
来到海拔38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脚下，在日
喀则开始了平凡而不平常的援藏生涯。

从那时起，在泉城济南和雪域高原间，
凌空架起了一座民族团结友谊的进步桥梁。
20年来，省旅发委先后有7批次10名援藏干
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跨越万水千山，克服
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挑战，为雪域藏乡的发展
与稳定，为日喀则旅游事业的成长与跨越，
默默奉献着青春、汗水和热血。他们用真
诚、实干和无私，为西藏各族群众谋利益，
用青春、热血、奉献传递着民族团结的炽热
情感，在雪域高原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民族
团结新篇章。他们用超乎常人的毅力、脚踏
实地的行动和爱民为民的情怀，在日喀则大

地和藏族同胞心中树立起了山东旅游援藏的
美丽丰碑。

面对重大政治责任和高原反应给身体带
来的不适和挑战，省旅游发展委历届援藏干
部义无反顾，顾全大局，为西藏旅游事业发
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多年来，省旅游发展委历届援藏干部始
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援藏工作的生命线，
深入开展学藏语、学藏歌、学藏俗、交藏友
“三学一交”活动，在感情上贴近群众，自
觉融入日喀则，与各族干部群众同甘苦、共
奋斗，结下了深厚情谊。10名援藏干部先后
与60多户藏族贫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累计
帮扶资金近15万元。在送去慰问品、慰问金
的同时，也带去了汉藏一家亲的深情厚谊。

同时，援藏干部不遗余力地加强鲁藏交
流，拓展援藏领域，强化系统援藏。积极落
实行业对口援助的系统援藏模式，协调济
南、青岛、潍坊等市和10余个省直部门及旅

游大企业对口援助日喀则的乡镇、市直等部
门。截至2016年底，已向受援单位援助资金
1500多万元，有效促进了鲁藏两地宽领域、
多层次的合作交流。

由省政府投建、省旅发委管理的日喀则
山东大厦是雪域高原一颗闪亮的明珠，曾在
1999年荣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
工程奖），获得由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颁
发的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最高海拔城市中
的最高大厦，是藏汉友谊、鲁藏团结的丰
碑。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日喀则最受欢迎的
酒店，游客络绎不绝，一房难求。

1998年，省旅游发展委援藏干部刚进藏
时，日喀则年接待国内外游客不足5万人
次，旅游收入不足2700万元；到2016年，日
喀则接待国内外游客425万人次，旅游收入
达到35亿元。

历届援藏干部在做好“输血”型援藏的
同时，更加注重“造血”功能的培养，增强

受援地区的自我积累、加速提升和自我发展
能力。加大人员培训力度，累计组织各类培
训40多场次，培训旅游管理及从业人员2600
多人次，同时还组织500多人次赴内地培
训；加大日喀则旅游宣传援藏力度，在山东
主流媒体宣传推广日喀则旅游，并积极协调
开通旅游包机事宜；积极推进旅游扶贫工
作，充分发挥旅游扶贫在“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工作中的独特作用，针对有条件依托
旅游产业脱贫的贫困农户，一对一地挂钩帮
扶。在具体工作中因地制宜，加强“一村一
品一特色”建设，瞄准特色农牧业和旅游
业，开发具有独特藏文化传统的乡村旅游产
品，推动旅游扶贫工作深入开展。

3800公里漫漫长路，隔不断鲁藏情深；
8844米珠穆朗玛峰，挡不住援藏者坚定的脚
步。格桑花是西藏最美的花，在日喀则百姓
的心中，山东旅游援藏干部就是那青藏高原
最美的格桑花。

你就是那青藏高原最美的格桑花
———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援藏工作纪实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李峰 报道
本报高青讯 “昨天我们的水上乐园入

园游客人数为10180人。这几天，游客人数
天天超万人，日日客满。”7月11日，高青
在河之洲水上乐园经理马金枝向记者介绍
说，这些游客大多来自淄博周边城市，也有
枣庄、德州等地游客，天气越热，来水上乐
园游客的热情越高。

“千家旅行社进淄博”高青踩线营销活
动日前在高青在河之洲水上乐园举行，省内
主要客源城市旅游行业代表200余人参加了
活动。据了解，目前整个园区分室内、室外
主题水乐园两部分，游客一年四季皆可嬉
水。园区共有大型水上游乐设备及景观项目
20多项，其中在河之洲水上乐园打造的国际
金票奖超级大喇叭滑梯“深海龙卷风”，
8000平方米造浪池“海啸来临”，可以让游
客尽情享受浪花强力冲击时的无限快感；亚
洲第一的“眼镜蛇之吻”、造型独特的“巨
蟒缠绕”、500米长的“环岛漂流”、全家
齐上阵的儿童嬉水池“未来水城”、大型水
疗池“SPA绿洲”、由封闭滑道及开放滑道
组成的“螺旋组合”，无不让人流连忘返；
200平方米巨型LED显示屏结合园内丰富多
彩的演艺活动，让人不出国门就能欣赏到精
彩绝伦的各类表演，展现别具风情的“水上
异国风情演艺”。

泰山天颐湖

首届3D灯光艺术节举行

青州市首家房车营地开营

南鲁山镇保护传统村落

助力旅游发展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乳山讯 为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优

势，丰富休闲度假产品，打造精品节庆品
牌，7月15日，威海乳山市大乳山景区第十
届东方欢乐节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活动
主题为“走进母爱大乳山，共享清凉与欢
乐”，活动自7月15日至8月19日，共持续36
天，其间将举行各项歌舞表演和户外休闲旅
游活动。

据了解，本次欢乐节分为沙海狂欢季、

航空运动游乐、海洋沙滩游艺、拓展训练和
真人CS、海鲜美食季五大板块。沙海狂欢
季推出沙滩歌舞晚会，演出音乐、舞蹈、曲
艺、二人转等节目；消夏篝火晚会增加帐篷
露营音乐会、篝火音乐会专题活动，营造景
区夜间欢乐氛围；少儿音乐夏令营融入“快
乐向前冲”闯关和“沙滩泼水节”等活动，
丰富欢乐主题文化；航空游乐举行滑翔伞飞
行及动力三角翼飞行，引导游客领略空中观
赏大乳山的航空运动魅力；沙滩体育组织开

展沙滩足球、排球、合球、沙滩摩托车和沙
滩游艺等户外项目，提升游客的参与性、体
验性；海上体育推出水上自行车、碰碰船、
游艇观光、垂钓及海岛游，进一步丰富节庆
活动趣味性；拓展训练基地设施免费向社会
开放，真人CS野战营地、植物迷宫及激光
靶场射击，更具野外运动激情；海鲜美食季
突出景区生态环境优势，“海鲜大锅”“鱼羊
鲜”“八鲜锅海”“八大锅”等美食大餐，为游客
开启“舌尖上的大乳山”特色饮食之旅。

大乳山第十届东方欢乐节启动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记者从邹城市旅游局了解到，7月2日，国

内首部以房车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喜剧《有房有车》，在邹城
绿鑫春生态庄园举行开机仪式。该剧由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唐人影视、省旅游行业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
会、省房车露营与自驾旅游协会等单位联合摄制，由山东唐
人影视出品。该剧敏锐地抓住了房车旅游这一时尚生活方
式，以喜剧形式展现“人在囧途”的各种趣事，是一部幽
默、诙谐、情感、悬疑，集风光、旅游、励志、商战于一体
的80集大戏。

据了解，房车露营是邹城瞄准旅游消费新需求，着力培
育发展的旅游新业态之一。近年来，“跟着影视剧去旅游”
渐渐成为旅游新时尚，荧幕效应不仅带动了旅游市场升温，
影视剧外景地更是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电视剧《有房有
车》的摄制，是邹城房车旅游新业态与影视流行文化的碰
撞，对于扩大邹城旅游资源宣传覆盖面、培植壮大旅游产业
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英 段宗斌 报道
本报利津讯 暑期一到，利津县陈庄镇新发村的美食街

就热闹起来。这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发形成的鲜鱼汤美食
街，正逐渐成为当地“寻鲜之旅”的金字招牌。

“不光在节假日，就是平时来喝鲜鱼汤的游客也很
多。”利津县陈庄镇新发正宗黄河故道鲜鱼汤经理赵全军
说，一些来自周边及外地的游客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赶
海拾贝、饱览黄河口风光之余，也喜欢到黄河故道品尝那鱼
香四溢、独具风味的鲜鱼汤。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利津县陈庄镇新发村的农民为了
能耕种洼地，不少举家来到这里，既种地又开店，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鲜鱼汤一条街。“鱼肉清甜细腻，质
地如绸，光洁而酥滑，汤入口味道鲜美，沁人心脾。”品尝
过黄河故道鲜鱼汤的人们这样评价。

如今，利津正宗黄河故道鲜鱼汤越做越精良，利津县也
积极打造“黄河故道饮食风情文化”品牌，鲜鱼汤及其系列
菜已成为当地特色美食标签，游客喝鲜鱼汤一饱口福，更成
为一种别样的享受和时尚。据统计，黄河故道鲜鱼汤年可吸
引游客3万余人次，从业人员达200多人，每年增加各种旅游
消费达500多万元。

利津“黄河故道

饮食风情文化”引客来

国内首部房车题材轻喜剧

在邹城开机

蓬莱欧乐堡

水上世界明日开园

高青水上乐园

暑期人气高

2017“孔子家乡·好客山东”国际旅游摄影大赛
征稿时间延长至9月15日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苏兵 陈颖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虽然挺辛苦，但这次

夏令营让我结识了新朋友，学到了很多有
用的知识，也体验到了在城市里没有的乐
趣。”7月7日，淄博市博山区中郝峪村幽
幽谷第一期夏令营落下帷幕，来自济南的
黄浩然经历过“五天四夜”后收获颇丰。

据了解，中郝峪村幽幽谷面向6-16岁
青少年特别开发了体验式夏令营，其中包
括几十个趣味项目，主要运用心理学中的
负强化、创设挫折情景等手段，给予孩子
们挫折的磨砺，鼓励培养他们独立自主意
识和团队协作能力，使其树立积极向上的
理念，促进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左图为夏令营小学员在进行拓展训练。

博山：暑期体验游个性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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