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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2日，由山东财经大学、国际公益学

院、北京东方君公益基金会等联合举办的“中国乡村振兴”
国际学术论坛——— “文化艺术振兴乡村”主题研讨会在山东
财经大学举行。会上，日本知名企业家、慈善家福武总一郎
详解了其创造“直岛模式”的背景和过程，日本艺术家北川
富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守英、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
强、山东大学教授侯风云、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范正
红和山东财经大学全域旅游研究所所长庞晶等专家学者，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观点。

上世纪90年代，福武总一郎与日本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
一道，在直岛启动了“艺术活化”行动，吸引全球知名艺术
家来岛设计、制作艺术作品。“项目刚起步时，岛上每年游
客只有几千人次，现在已成为日本知名度最高的旅游目的地
之一，一年有40万人次来观光。”福武总一郎介绍，直岛如
今已成为日本文化地标，三年举办一届的濑户内国际艺术节
是全球艺术爱好者的重要节日。

过去两年中，福武总一郎、安藤忠雄频繁前往位于沂源
县的汇泉桃花岛，开始在鲁中山区的村落中复制“直岛模式”，
这项计划如今以“艺术振兴乡村”为名，逐渐被更多人所知。

作为桃花岛“艺术振兴乡村”项目的发起人，山东省政
协常委、北京东方君公益基金会会长、汇泉金控集团董事局
主席董方军告诉记者，这是国内首个依托世界顶级建筑人才
资源、艺术家群体以及企业家群体发起的精品艺术产业旅游
项目，总投资达10 . 6亿元，将在2027年全面建成。

“桃花岛项目符合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方向，也将为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提供全新模式。”山东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王邵军告诉记者，旅游产业在我省新旧动能转换中具有重要
地位，而发展全域旅游盘活乡村自然资源，吸引社会资本助
力乡村振兴，也已成为社会共识。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4月28日

起，位于济南长清大学城中心区域的济南国际园博园将免费
对外开放。这是园博园自今年1月5日闭园维修提升改造，时
隔3个多月后再次对外开放。

根据园区开放安全要求，免费开放后的园博园，主要入
口处将新增客流统计、人脸识别等来有效控制入园人数，入
园人数达到上限时会自动报警，园区及时启动疏导等安全措
施。同时，增加园区内摄像机和广播音柱设备的密度。

据了解，园博园免费开放后的功能定位是生态休闲、文
化体验、运动健康、科普教育。在传统园区改造基础上，园
博园内还丰富了游览线路类型，调整交通线路，完善交通设
施，并且增加游憩设施，充分满足游客吃、住、行、游、
购、娱等各种游园需求。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21日，首届中国铁路

遗产专题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物学会工业
遗产委员会铁路建筑遗产研究基地”揭牌仪
式在山东建筑大学举行。

此次活动由中国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
会、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
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工业遗产学

部、中国科技史学会工业遗产研究会、山东
建筑大学主办。

近几年，工业遗产的概念越来越为公众
所熟悉，特别是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
下，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颇受学界关注。
此次学术研讨会是国内关于铁路遗产的首次
研讨会，聚集了国内外铁路遗产研究领域顶
级专家学者，吸引了来自国内20多所高校、

研究机构的近30人参与。
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

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的新背景下，遗产保护
如何让旧的东西焕发新生，成为与会专家学
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大家就如何让工业遗
产的保护与活化在新旧动能转换工作中发挥
重要作用进行了为期一天的主旨发言和讨
论。

□ 本报记者 刘 兵

一站式休闲：

省内最大室内主题乐园

4月14日，青岛东方影都名仕尊享体验
日活动现场，青岛市民付女士带孩子与500
余位游客一起率先体验了一把乐园的精彩。
东方影都利用最新的“黑科技”为游客呈现
了一场唯美绝伦的视觉盛宴和动人心魄的游
乐体验，获得付女士一家点赞。

在电影乐园，世界首台地面运行与垂直
升降结合的3D动感过山车“龙宫夺宝”和
世界首台3D互动游乐设备“灵剑封神”，
让游客叹为观止。而主题乐园内的世界首台
室内定制悬挂过山车“崂山飞龙”、世界首
台室内垂直跌落激流勇进“八仙过海”，以
及水乐园的国内首创360°互动体验游戏
“海空大战”，成为大家竞相排队等候的热
门项目。

“这些项目有不少属于国内甚至国际首
创的产品，其本身就是亮点和卖点。”青岛
东方影都负责人告诉记者，影都乐园板块主
要在室内布局，一年四季不会受天气影响，
是目前山东最大的室内主题乐园。

据了解，青岛东方影都项目不仅涵盖有
主题乐园、购物街区、住宿餐饮、大剧院、

国际秀场、游艇中心等配套服务场所，更是
结合影视产业，在文旅融合上下足功夫。
“当前国内小长假居多，省内短途游、尤其
是亲子自驾游备受青睐，青岛东方影都的这
些产品可一站式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
需求，正在成为亲子家庭出游的可期旅游目
的地。”与记者同行的媒体同行评价。

开放式乐园：

按“点”收费让利于民

旅游目的地门票一直是游客出游的痛

点。不久前，省物价局局长栾健对外透露，
在改革景区门票定价方面，将统筹降低国有
重点景区门票价格，扩大联票价格实施范
围，推行一票多次使用制。研究降低景区门票
费用，适当降低“三孔”等重点景区门票价格。

国有景区门票降价和免票是当前旅游市
场发展的大趋势。民营景区如何做好文章，
走好自己的道路？青岛东方影都在这一方面
勇于探索和尝试。据介绍，目前，在景区运
营模式上，他们并未采用主题公园惯用的一
票制收费，而是在各项目点上收费，其他场
景免费对外开放，给予游客更多的选择。

“可以说，青岛东方影都采用这种方式，既
是对自身产品的自信，又是对消费者负责的
表现。”青岛东方影都负责人表示。

此外，为满足游客对场所内景点游玩的
多样需求，青岛东方影都也实施了门票套
票、联票优惠政策，并可在各大线上旅游平
台和官方渠道购买。“后期我们还将联合各
兄弟业态策划推出更多主题活动，发挥景区
内各景点的联动作用，为游客带来丰富体
验。”上述负责人介绍。

“影视+旅游”：

将文旅融合做出深度

我国正进入全域旅游发展的新时代，
“旅游+”“+旅游”让各产业间互动融合
更为密切。我省正积极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协同推动旅游市场相关产业、相关
服务齐头并进。省旅游发展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青岛东方影都的开业，可以填补我省
“影视产业+亲子体验+文化旅游”综合的
空白，为青岛和山东旅游发展增加了一张综
合王牌。

去年11月，青岛被评为世界级的“电影
之都”。早在2015年，古装奇幻大片《长
城》、好莱坞科幻巨制《环太平洋：雷霆再
起》等影视作品便在东方影都取景拍摄。当
前，国内影视旅游正处于上升期，“影视+
旅游”的业态发展，既满足了游客对影视拍摄
的好奇，又可形成影视和旅游的产业双驱动。

业内人士评价，青岛东方影都在文旅融
合方面，通过旅游业为影视产业的发展提供
载体，通过对传统文旅产业的再创新与产业
化，实现从单一的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型转
变，从走马观花到深入了解，从一站式旅游
到一站式度假，从而促进旅游产业由量到质
的转变，推动旅游经济的全面发展。

青岛东方影都推出众多世界级旅游产品，以“影视+旅游”的业态一站式满足不同年龄段

游客的休闲需求———

文旅融合打造综合王牌

首届中国铁路遗产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济召开

在当下的旅游市场，主题公园到底

有多热？据不完全统计，在青岛当地和

周边布局的主题乐园就多达5大类10余

个，各家竞争激烈的同时，也为游客出

游提供了更多选择。每逢节假日，主题

公园一日游深得游客青睐，其推陈出新

的各项目也进一步带动了旅游市场的持

续繁荣。

4月28日，备受关注的投资500亿元

的青岛东方影都项目即将开门营业，一

石激起千层浪。业内人士表示，该项目

不乏亮点，在为青岛旅游市场供给丰富

产品的同时，也通过大项目的建设、新

业态的升级，助力半岛地区和我省新旧

动能转换的发展。

“文化艺术振兴乡村”主题研讨会

在济南举行

日本“直岛模式”有望在沂源得到复制

长清园博园28日起免费开放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吕明芳 赵煜 报道
▲近日，惠民县鑫诚现代农科科技示范园桑葚大棚内一片郁郁葱葱，游人们鱼贯而

入，采摘已成熟的桑葚。
据介绍，这里出产的桑葚形好、个大、口感佳、糖度高、色泽上乘。园区还将引进更

多桑葚新品种，将采摘游和园区其他景点串联，打造休闲采摘旅游路线。

□于鹏

省内短途游，想玩得与众不同，你能想
到的是什么？春末夏初，想要置身冰雪世
界，只能去极地了吗？4月28日，太阳部落
景区冰雪大世界即将揭开神秘面纱，开启独
一无二的冰雪之旅。太阳部落以大汶口文化
为主线，以情景体验的形式，将史前文化和
游乐项目有机融合。作为我国首家展现史前
文明的特大型主题公园，太阳部落坚持文化
与旅游融合基础上的项目创新，以创新产
品、优质服务以及良好的责任意识成为主题
公园市场的成功典范。

极致创新 以新带旧

如今，主题公园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
未来还将有更多新建主题公园进入市场。怎
样脱颖而出并保持活力？太阳部落深谙其
道——— 创新，以新技术、新项目持续为游客
创造新颖、新奇的体验。

2014年至2017年，太阳部落每年都会新
建具有独创性、话题性的大项目。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唯一的史诗穿越文化

体验实景互动项目“文明之光”，
国内唯一特大型龙型激流勇进
项目“水龙王”，国内第一
台轨道穿越式“双球幕”影
院“远古大战”，国内首
台将360°全周投影及跳楼
机合为一体的立体体验项
目“地心历险”等大项目

逐年亮相，既为景区制造新亮点，也为游客
创造新热点。

2018年，太阳部落创新的步伐依然坚
定。

4月1日至5月1日，邀请创下吉尼斯世界
纪录的摩托特技队入驻表演，青年车手出神
入化的技艺，潇洒帅气的身手为游客带来春
日里的青春活力。

冰雪大世界体验馆是全国唯一一家以
“冰雪之旅”为主题的大型室内四季冰雪
娱乐项目，全年平均温度-10℃到-4℃，主
要包括冰雪艺术观赏、远古文化展示和冰
雪休闲运动。游客可以在这里赏神兽冰
雕，玩冰砖滑梯、冰上碰碰车，还可以进
入雪白乡村、雪花体验屋领略冰雪世界的
纯净与浪漫。以新项目带动旧项目，提升
景区整体人气，保持景区发展动能不间
断，是太阳部落的创新智慧。这一方冰天
雪地将成为今年最强劲的“加热器”。

把文化做成绚烂的“万花筒”

放眼主题公园市场，模仿、复制西方主
题公园内容者居多，拥有独立核心者居少。
太阳部落之所以与众不同、独树一帜，其根
基在于大汶口文化。太阳部落年年有创新项
目，项目创新每每成功，生命力也离不开文
化，根源于文化自信。

太阳部落的文化自觉渗透到景区的角角
落落。从图腾森林里的远古图腾到部落神庙
的神秘遗迹；从梦回大汶口的影像再现到大
汶口古村的实景还原；从钻木取火的真实体

验到文明之光的互动讲述，游客感受到的是
“能说会道”、有活力、有温度的文化。

在太阳部落，文化的传承不再高深莫
测，当一位父亲向他的孩子解释什么是“大
汶口文化”时，当一个孩子在游玩中追问
“什么是图腾”“什么是共工的愤怒、祝融
的怒火”时，当“狩猎归来”演绎着满载而
归的原始族人胜利的喜悦时，润物无声中传
承已然发生。

怎样让文化成为景区拓展市场的动力？
太阳部落清醒地认识到，不是文化围绕项目
的生搬硬套，而是项目围绕文化进行研发。

冰雪大世界里也随处可见这种文化情
怀。1万多块透明冰、彩色冰植入大汶口文
化的远古色彩，以冰雕的方式再现古代四大
神兽，打造冰雪银河营造出浩瀚宇宙的璀璨
缥缈，白虎阵冰墙上的战法战书文字展示中
华文字的历史。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龙”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极其深远的文
化意蕴。继“水龙王”项目后，在冰雪大世
界中，太阳部落又推出“青龙台”，以龙背
为滑道，以龙脊为围挡。

这种形式下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愈学于
游，游客在欢快的、刺激的游玩体验中不知
不觉地感知文化、理解文化。

特立独行中体现责任意识

冰雪大世界是大型室内冰雪娱乐项目。
虽然项目前期设计、开发和建设成本颇高，
但是太阳部落并没有坐地起价，而是维持景
区原有票价不变，是景区社会责任感的重要

体现。
目前，国内大型主题公园一张成人门票

价格在200元以上的居多。太阳部落恰恰不走
寻常路。自开业以来，太阳部落秉承着惠民
思想，采取多种措施尝试打破主题公园的高
票价门槛，让更多人有机会享受畅游主题公
园的乐趣。2013年开业初门票定价为180元/
人，5年来，景区内游乐项目逐年增多，但
门票价格却不增反降，目前，旺季成人票价
为160元/人，且游客购买全价票后再付100
元，可办理旅游年卡。

同时，景区始终不遗余力地为游客提
供优质服务，如合理推荐旅游线路，旺季
引导游客在项目间科学分流；免费停车并
提供有序的停车指引，并在停车场到景区
入口处安排摆渡车往返接送游客；设置人
性化指示牌，开发智能讲解系统；延长节
假日的开放时间；餐饮合理定价等，显著
提高了游客游玩的舒适度。

4月初，太阳部落推出的“让爱回家·寻找
失联儿童”活动则是景区更具公益性的责任意
识的体现。景区与公益组织联系，将失联儿童
的信息打印粘贴在门票上，并制作成大型展
板，希望能通过景区巨大的游客流量实现信息
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播，为寻找失联儿童多增添
一份希望。景区还决定以部分门票收入设立奖
金，奖励给那些主动提供失联儿童信息的游
客。一张小小的门票，看似简单的举动，彰显
的是景区对社会的关爱之心。

文化与旅游融合再添新成果，冰雪大世界4月28日开馆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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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龙王
②共工的愤怒
③山洪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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