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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当前，文化和旅游产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消费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力量，文旅融合极大释放了消费潜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即日起，湖南日报联合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文旅新业态 消费新动力》系列报道，探寻、推介湖南文化旅游

新业态，剖析成功案例的经验，为湖南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今天，推出第一期。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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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南形成了一批内容
质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旅游演艺
产品，覆盖主题公园演艺、大型实
景演出和专有剧场演出等主要类
型，培育了凤凰古城旅游有限责任
公司、张家界魅力文旅发展有限公
司等一批有实力的文旅演艺企业。
旅游演艺成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的重要载体和促进文旅消费的
新兴业态。

《魅力湘西》
� � � �《张家界·魅力湘西》2000年问
世以来，累计演出 7000 多场，接待
海内外观众 1500 多万人次， 成为
张家界文化旅游的一张金字招牌，
享有“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
家文化品牌三十强”“中国旅游演
艺票房十强”“中国旅游演艺机构
十强”等荣誉。 艺术团成功出访意
大利、捷克、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向
海外市场输出“魅力湘西”文化旅
游品牌，展现湘西少数民族文化。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 � � 韶山大型红色实景演出《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 以毛泽东伟大的
一生为题材， 大跨度呈现历史背
景，由韶山润泽东方文化产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打造。 该演出的推
出，不仅传播了红色文化，也拉长
了韶山旅游经济链条。

《炭河千古情》 �
� � � � 2017年 7月，宁乡炭河古城景
区开园，大型演艺《炭河千古情》震
撼上演，成为宋城演艺对外输出的
首个轻资产模式的演艺项目。 该演
出以国之重器“四羊方尊”的传奇
故事为主线， 讲述湖南青铜文化。
先进的声、光、电等技术展现了旅
游演艺的时代发展水准。 目前，《炭
河千古情》已演出近千场，观演人数
突破 600万人次。

《桃花源记》
� � � � 《桃花源记》2017 年 9 月在中
国桃花源景区首秀，是全国首个以
4.6 公里溪流为演区的乘船漫游式
大型实景演出，由中国山水实景演
出创始人、山水盛典董事长梅帅元
领衔打造。 该剧以桃花源人渔樵耕
读的生活为主要元素，还原陶渊明
笔下的世外桃源，开演以来已累计
接待游客 45万人次。

《铜官窑传奇》
� � � � 大型演艺秀《铜官窑传奇》由
新华联集团耗资 3.5 亿元打造，
2019 年 7 月在长沙铜官窑古镇首
演。 该剧由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张建
民担纲总导演， 以 1998 年印尼海
域发掘的“黑石号”沉船为故事线
索， 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相融，
1600 多名游客在长达 70 分钟的
时间里，仿佛穿越回大唐盛世千年
古镇。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 � �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2009
年 9 月首演，由中国山水实景演出
创始人梅帅元执导，音乐家谭盾担
任音乐总监，舞台搭建于天门山下
峡谷中， 以落差 1000 多米的张家
界天门山为背景，1.2 亿元巨资打
造，气势恢弘的奇幻场景，令观众叹
为观止。

【链 接】

湖南旅游演艺的百卉千葩

夜幕降临， 凤凰古城外 18 公里的山江苗
寨更热闹了。

四合院变剧场，苗族青年男女及老人载歌
载舞，原汁原味演绎苗寨生活，生动讲述寨子
里一对老人的故事。 剧中融合了 4 种苗族唱
腔、576套苗族服饰、27类苗族生活习俗，由 78
位苗寨村民娓娓道来。 游客围坐在条桌旁，欢
呼声此起彼伏。

这台名为《苗寨故事》的乡村旅游演艺，2015
年 5月推向市场，为凤凰北线一日游量身打造，总
投资 280万元，当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位于凤凰城南的廖家桥镇凤凰之窗，游人
络绎不绝。 一声巨响，祭师“巴代雄”作法，用巨
斧劈开城门，带领游客冲进“战场”……非物质
文化遗产剧《巫傩神歌》一开篇，便让游客“穿
越”到了古老的湘西。

该剧除主舞台外， 因地制宜打造了悬崖、
溶洞等各类情景舞台。 游客行进式观看，在灯
光与烟雾的烘托下，新奇的舞美与音响，让人
耳目一新，随故事情节喜之怒之，歌之舞之。

《巫傩神歌》2017 年 7 月开演，总投资 680
万元， 仅一年零三个月， 就接待游客 23 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 2000余万元。

两台看似普通的旅游演艺，快速蹿红。

“前来凤凰的游客，已不再满足于坐在沱
江边的吊脚楼， 他们更希望深度体验苗乡风
情。 ”《苗寨故事》和《巫傩神歌》策划、凤凰旅投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顺心说，轻资产投

入未尝不可，两台节目打破了以往旅游演艺高
投入、大制作的模式，对当地自然景观、传统村
落就地取材，以苗族文化为基础，让村民原生
态演绎，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孟姣燕

旅游演艺备受青睐，

却也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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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打卡”。

《苗寨故事》《巫傩神

歌》《爱在竹山》“三部曲”，

何以如此受追捧？

王兴斌

在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
景下，30 余年来旅游演艺已从几台戏演变成为一
个带动两大产业共同发展的新颖的文旅产品和新
兴文旅行业。

然而，快速催生的旅游演艺良莠不齐，面临创
作高难度、运行高风险和行业大洗牌。有人问得好：
是秀文化，还是秀场面、秀技巧、秀音量、秀灯光？

高资本投入、 高成本营运要求高价格门票、高
流量的观众，这是一个难解的死结。

大场面的演出需要大规模的观众。 地方统计
数据中的海量游客之中，选择观看演出的占多少？
深圳、厦门观众不足游客的 1%；杭州、张家界、桂
林观众为 4%左右。

策划演出不易，资本运作风险更大。 《印象刘三
姐》演出成功，企业经营破产。 万达在三亚的《海棠

秀》昙花一现。 这些事情绝非偶然，也非个案。
旅游演艺不是场面越大越好，要鼓励中小型结

合的、地方特色鲜明的、贴近游客甚至可参与的演
艺项目，让大中小型演出共生共长。

无论旅游城镇街区、主题公园还是风景区，旅游
演艺节目切忌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场面、大演出。 该
大则大、该小则小，显出特色、游客欢迎就好。20 多年
前，笔者在张家界考察，登山路拐弯处遇到两位身穿
土家族服装的姑娘，唱着山歌等候。一行人停下来听
歌，也可点歌还可与姑娘对唱，客人自愿给几块钱都
可以。游人歇了脚又驱散了闷声爬山的寂寞。这个原
始、本色、最少“演员”的“旅游演艺”至今犹记。

寻求内涵取胜、规模取胜、创意取胜、科技取胜、
艺术取胜之间的平衡，是旅游演艺一个永恒的待解
课题。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原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专家）

张建永

今年国庆黄金周， 溆浦县雁鹅
界古村的旅游演艺《雁舞金秋·花飞
花瑶》小试锋芒，把乡村旅游搞得轰
轰烈烈。

旅游演艺是大众文化，追求的是
艺术和市场的高度融合。 有的旅游演
艺只有艺术高度， 没有市场观念，最
后终将被市场抛弃。 有的只有市场观
念没有艺术高度，低俗恶俗，难成气
候。 艺术和市场完美结合，如鱼得水，
旅游演艺才能永葆魅力与活力。

雪峰山以 “花飞花瑶 ”为意象
主题的系列旅游演艺 ，是 “摸着石
头过河”的产品。 它贴近民众真实
生活，由当地百姓演绎，一招一式，

一唱一跳 ，都饱含民间真实的生活
气息，既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
气 ， 又有现代表演艺术的高雅追
求。 它既凝聚着民间狂欢 ，又能满
足游客宣泄 ；既给乡民自娱自乐提
供天地 ，又给远方客人度假休闲供
足精神养分。

演艺市场残酷的现实告诉我
们 ，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 。笔者创
意写作的原版 《魅力湘西 》，10 年
来一直立于全国旅游演艺票房收
入前十位 。 尊重艺术和市场融合
是主要的经验 ，违背这个 “基本法
则 ”，市场就会惩罚你 ，让你输得
很惨 。

（作者系吉首大学原正校级督
导员、原版《魅力湘西》总策划）

“简单的农活，城里来的游客却蛮喜欢。 ”
看似简单的道理，实施起来大多笨拙违和。

在凤凰县麻冲乡竹山村，《爱在竹山》沉浸
式乡村旅游演艺给游客当村民提供了一个闲
适自在的机会。

走进村寨，村长热情招呼。 风雨桥下，牛
羊徘徊，虫鸣鸟啼，此时生产队长喊你去耕
田，村姑请你去赶边边场。 大嫂们轻快地跳
起庆祝丰收的舞蹈。 此时游客不是旅游，像

是回家。
在农家磨坊里推磨， 和阿妹“对上了眼

儿”，被带去见阿爸阿妈……游走寨子，一幅乡
耕、乡风、乡恋、乡愁的意境画徐徐展开，游客
情不自禁被苗乡风情感染。

“一个村落，保存有地道的苗歌、苗鼓等
非遗。 旅游演艺的‘跟’在文化。 ”《爱在竹山》
策划、 凤凰旅投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顺心介绍，这部村落剧从导演、编剧，到音乐、

舞美和演员，没有明星大腕，都是当地“土明
星”或村民，目前正在紧张排练。

抢先体验的游客说， 村民身上充满了本
民族的生活遗风， 一举一动都散发着本民族
的精气神，他们来讲山中的故事，最能温润心
灵。

村民脱贫致富有奔头，讲起情怀和文化。
大家一起反复参加演艺故事情节解析会，目
的就是提升表演质量，让游客满意而归。

文旅新业态 消费新动力

“轻资产投入未尝不可”

让大中小型演艺共生共长 艺术与市场完美结合，旅游演艺如鱼得水

旅游演艺的“根”在文化

《爱在竹山》

《魅力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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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场旅游演艺之旅
———“三部曲”走红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