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科  文化  大数据

课件（6）

河南大学    李勤策

2020.4.10



Ⅴ  聚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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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章

大数据与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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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导语

     “观光旅游”旨在宣示踪迹，“地标”（自然与人文）拍

照视为首选。“度假旅游”旨在品位阶层，挑一景色秀丽，

风光宜人的休闲度假村（或豪华游轮），小住数日，体验

“休闲阶层”的舒适、悠然。“主题旅游”旨在聚焦文化体

验，选择一个文化主题，贴近“原址（或原旨）族群”，体

会文化主题。此三类都属文化旅游，只是切入角度不同。



第一节

大数据与文化遗产



01. 自然地标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建筑地标

 文化地标  

04.
03.

 Archie



一、自然地标

        大自然赋予先民的自然遗产，



江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



雄 奇

险 秀



梅 兰

竹 菊



二、建筑地标
寄托人类——

   对上苍的沟通欲望，

   对管理的哲理思考，

   对美感的对应需求。



建筑风格与愿景
     哥特式建筑：那空灵的意境和垂直向上的形态，是基督教
精神——“基督至上，向往天堂”愿景的确切表述。
    拜占庭式建筑：突出大型圆穹顶，使之更加饱满。帆拱为
中介连接，更体现“扩大内涵的集中式”形制。
    中国式建筑：中轴线对称布局，夯土台基，逐步抬升，斗
拱结构，飞檐高挑，强调中线、核心的人文地位。



哥特式



拜占庭式



华贵富丽

贵胄世袭

横跨欧亚

囊括天地

建筑与愿景



•天人合一

•覆盖苍穹

•中华文明



高墙护卫，斗拱飞檐……



地理轨迹与心理轨迹

      地理轨迹是足迹所到，

      心理轨迹是愿景所达；

      足迹分布太短，限制了视野所及，肢体体验，

      愿景半径太短，限制了内心所想，规划半径。



傲视八方

基础扩张

灵活变通

建筑地标



建筑地标

砸碎镣铐 

光照五洲

自由万岁

宪法护卫



神秘   悠远

雄浑   厚重



倏忽消失的文明

攀登神殿的天梯

玄机难解的图谶

毛骨悚然的预言



纯净  明亮

端庄  典雅

梦幻  温馨

富贵  温柔



东方明珠

贸易延伸

时尚靓丽



雪山白云

红宫白宫

朝觐圣地

转山所依



三、文化地标

•1.山水草木

•2.人文建筑

•3.文化兼容

•4.遗产叠加



1.戏曲地标

•花木兰——豫剧



戏曲地标

•铡美案——京剧



闯关东
山东民风

——闯

拓展力

忍耐力

亲和力

2.影视地标



晋商——
挫折后的奋起

魅力：

诺言的信守

渠道的延伸

市场的拓展



3.地标叠加
•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个）　

•山东泰山 1987.12

•安徽黄山 1990.12 

•四川峨眉山（含乐山） 1996.12 

•福建省武夷山1999.12 



本节小结

文化地标多种表现形式：

     一.自然地标辉映心灵亮点

      二.建筑地标彰显心神沟通

      三.人文地标凝聚管理境界

      四.戏曲地标传承民族基因

      五.影视地标延伸文化半径



第二节

大数据与旅游线路



01. 传统线路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开发线路

 主题线路  

04.
03.

 Archie



一、传统线路

•1.名山胜水：桂林山水，黄果瀑布，泰山日出，洛阳牡丹，
开封菊花……

•2.标志建筑：圣瓦西里教堂，布达拉宫，天坛回音，埃菲尔
铁塔……

•3.文化地标：戏剧曲艺  饮食服饰  热播影视 

•    蜡染瓷器…… 



二、开发线路

•1.香格里拉：……

•2.茶马古道：……

•3.稻城亚丁：……

•4.西溪湿地：…… 





          60多年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失
去的地平线》中描绘的香格里拉(Shangri－La)，把
人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和诗情的桃源仙境。 



《康藏轺yáo征》



香格里拉的突出特征

      雪山、草甸、江河、峡谷、湖泊交相辉映，民族
风情、宗教文化异彩纷呈。





茶马古道

      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

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

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

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南起云南茶叶

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

地 区、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

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古称——“一蹚古道”
     始于汉唐，由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形成。

由于明清时政府对贩茶实行政府管制，贩茶分区域，其中最

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称为---蹚古道，川藏茶马古

道是陕康藏茶马古道的一部分，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

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最后通到不丹、尼泊尔

和印度，全长近四千余公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具有

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古代西藏和内地联系必不可

少的桥梁和纽带。



稻城亚丁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亚丁村境

内，主要由"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神山和周围的

河流、湖泊和高山草甸组成，它的景致保持着在地球上近绝

迹的纯粹，因其独特的地貌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被誉为"中

国香格里拉之魂"，被国际友人誉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

片净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雪域高原美景荟萃于此

      壮丽神圣的雪山，辽阔的草甸、五彩斑斓的森林和碧蓝

通透的海子，雪域高原最美的一切几乎都汇聚于此，让人流

连忘返。亚丁，藏语意为"向阳之地"。保护区内的三座雪山:

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呈品字形排列，统称"念青贡嘎

日松贡布"，意为:终年积雪不化的三座护法神山圣地。藏传

佛教中称其为"三怙主雪山"，是藏民心中的神圣之地。





二、开发线路

•1.香格里拉：……

•2.茶马古道：……

•3.稻城亚丁：……

•4.河西走廊：…… 





          60多年前，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失
去的地平线》中描绘的香格里拉(Shangri－La)，把
人们带入了一个充满梦幻和诗情的桃源仙境。 



《康藏轺yáo征》



香格里拉的突出特征

      雪山、草甸、江河、峡谷、湖泊交相辉映，民族
风情、宗教文化异彩纷呈。





茶马古道

      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

国际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茶

是一条世界上自然风光最壮观，文化最为神秘的旅游绝品线

路，它蕴藏着开发不尽的文化遗产。

     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南起云南茶叶

主产区思茅、普洱，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

地 区、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有的还从西藏转口印

度、尼泊尔，是古代中国与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



古称——“一蹚古道”
     始于汉唐，由陕西商人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形成。

由于明清时政府对贩茶实行政府管制，贩茶分区域，其中最

繁华的茶马交易市场在康定，称为---蹚古道，川藏茶马古

道是陕康藏茶马古道的一部分，东起雅州边茶产地雅安，经

打箭炉（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萨，最后通到不丹、尼泊尔

和印度，全长近四千余公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具有

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是古代西藏和内地联系必不可

少的桥梁和纽带。



稻城亚丁

        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亚丁村境

内，主要由"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神山和周围的

河流、湖泊和高山草甸组成，它的景致保持着在地球上近绝

迹的纯粹，因其独特的地貌和原生态的自然风光，被誉为"中

国香格里拉之魂"，被国际友人誉为"水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

片净土"，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雪域高原美景荟萃于此

      壮丽神圣的雪山，辽阔的草甸、五彩斑斓的森林和碧蓝

通透的海子，雪域高原最美的一切几乎都汇聚于此，让人流

连忘返。亚丁，藏语意为"向阳之地"。保护区内的三座雪山:

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呈品字形排列，统称"念青贡嘎

日松贡布"，意为:终年积雪不化的三座护法神山圣地。藏传

佛教中称其为"三怙主雪山"，是藏民心中的神圣之地。





西溪湿地
•“杭州三西”：

•     即西湖、西泠印社、西溪。

•    从东晋被发现，唐宋发展，到明清全盛，及至民国
衰落，解放后废弃，面积约60平方公里，已有1000多
年历史，是仅次于西湖风景区的杭州市第二大风景区。  



西溪湿地

•     领略“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从容、淡定，感受“疏

可走马，密不透风”的景致 ，品味“一叶扁舟，闲看芦花”

的山水画意境。   

•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杭州市区西部，南去西湖不到5

公里，距市中心武林门也仅16公里。 



                                
米仓古道



旅游产业界定要求

 



 三、主题线路
    文化地标多种表现层次

心灵亮点，管理境界，民族基因，文化半径

   文化资源聚焦抓手：

时光（历史），风光（山水），灵光（根源），

心光（追求、梦境、性情、格局、演出、线路）



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东起乌鞘岭，西至

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

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

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因位于黄河以西，

又称河西走廊。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狭长高平地，在祁连山以

北，合黎山以南，乌鞘岭以西，甘肃新疆边界以东。因位于

黄河以西，为两山夹峙，故名。





郡名与襟怀（1）

武威——国力雄武，威慑沿途觊觎；

张掖——张开臂膀，拥抱辽阔西域；

酒泉——斟满美酒，答谢新朋老友；

敦煌——普天同庆，彰显盛大辉煌。



郡名与襟怀（2）

     汉武帝为拓展西域，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

郡，体现国策，彰显襟怀。国民心悦诚服，沿袭至今不改。

这是一条兼济天下的强国思路。从马兰军马场到卫星发射基

地，体现了国力威武，强势生存；从凿通西域寻求同盟，到

一带一路、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创、共享、共荣。

中华民族正是一步步，拓展了视野，扩展了胸怀。

     从强势生存到普天同庆，运作的是国祚、国运、国魂。



小结

• 1.自然文化景观是天地的馈赠，

•2.传统文化景观是历史的积淀，

•3.时代文化景观是今人的智慧。



第三节

大数据与资源聚焦



01.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资源梳理
 
资源聚集

  04.
03.

数据保存

资源张力



一、资源张力

•地域发展核心与功力

•1.地域发展以行政为中心

     —— 无城不安（北京区划）

•2.地域发展以农业为中心

     ——无农不稳（石河子，北大荒，红旗渠）



资源张力

• 3.地域发展以工业为中心

     ——无工不富（鞍钢，洛拖，郑纺，三门峡，
大庆，攀枝花）

• 4.地域发展以商业为中心

     ——无商不活（张家港，上海，天津，郑州，
香港，义乌……）



资源张力

• 5.地域发展以科技为中心——无科不强（中

关村，西昌）

• 6.地域发展以文化为中心——无文不远（横

店，成都）



二、资源梳理（1)

• A.时光梳理——历史亮点

 （汉赋，唐诗，宋词，元剧，明清小说）

• B.风光梳理——山河湖海

• （大自然赐予，黄山，泰安，壶口，青海……）

• C.灵光梳理——追根寻源

  （曲阜：孔子故里，新郑：黄帝故里；安徽涡阳：老子故里）



 资源梳理(2)

• D.心光聚焦——精神追求

•     4.演出：千手观音——付出与接收光环的聚焦

•     5.剧目：闯关东——移民精神“闯”劲的聚焦

•     6.集市：潘家园——文史积累及鉴别能力聚焦     



资源梳理（3）

•D.心光梳理——精神追求

•       7.古街：神垕——钧瓷秘密聚焦

•       8.梦境：香格里拉——虚幻梦境聚焦。

•       9.线路：茶马古道——开拓务实聚焦。     



文化资源聚焦（4）

•  D.心光聚焦——精神追求

•         10．会展：北京花博——把美的追求聚焦

•     11．水域：府南河——逆境中的拼搏聚焦

•     12.  园林：清明上河园——盛世回味聚焦

•     13.  母亲苑——跨地域母爱聚焦



三、资源聚焦——庙会

•    中国农民自发形成的文化盛会，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的
一大奇观。 

•   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祭祀：
•     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曾子）

•明确主题——祭祀对象，文化渊源，内涵……

•了解规矩——祭祀程序，办事规矩，秩序……

•感受氛围——祭祀场所，核心布置，装饰……

•学习言辞——祭祀内容，适应场面，普及……



展示：

     1.才艺展示——演出，手艺，绝活……

     2.社交展示——层面，服饰，口才……

     3.财力展示——包戏，饮食，赠品……

     4.品位展示——钟情，品评，点拨……



•流通：

•    1.商品流通——农副产品，时尚用品……

•    2.工艺流通——手工技艺，现场操作……

•    3.人员流通——四邻八村，城、镇、乡……

•    4.感情流通——各个层面，亲、友、社……



本节小结

       “大数据   ”最形象化的比喻是“新型能源”，这种能源

的形成不靠动植物肢体的“变异”（如树木沉积）而靠后人

对前人“文化”元素的数字化开掘、梳理、保存、调取、展

现。这类能源的占有不靠武力的霸占、掠夺，而靠心胸的拓

展和科技的发达，文化的不同，可以造成区域的隔阂，科技

的优劣可以决定战局的优劣，但“新型能源”的交融，必将

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格局的形成。



第四节

大数据与文化资源



01.

02.

要点
C O N T E N T S

 

数字敦煌
 
数字横店

  04.
03.

数字保存

数字故宫



一、数字故宫

         从玻璃底片到胶片的使用，再到数字时代的来临，故宫博物院

利用各时期先进的方式采集和丰富文物信息，留下了宝贵的数字资

源。“数字故宫”，正是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将文化遗产转化

为数字资源，通过科学的信息化理念和系统工具对数字资源进行管

理，并围绕这些数字资源展开保护、研究和利用，它既与实体中的

故宫及其收藏的文物紧密关联，又能够脱离实体，在任何时间、空

间被公众感知，成为超越时空的博物馆。





数字敦煌
     守候敦煌50年的“敦煌女儿”樊锦诗说，数字敦煌的念

头其实是十多年进化的过程。在“飞天号”使用之前，每位

工作人员每天只能拍摄15张照片，使用“飞天号” 只需几个

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中型佛龛的采集工作，而完成一张9平

方米壁画的采集工作仅需要十几分钟。石窟壁画数字化，首

先是为了抢救敦煌石窟珍贵的文物信息，使之得以永久真实

地保存，同时为敦煌学研究提供准确详细的信息资料，并可

制作虚拟洞窟供游客欣赏参观，为缓解石窟开发的压力，保

护壁画提供技术保障。





三、数字横店

      七大景区：秦皇宫、清明上河图、梦幻谷（江南水乡）、

大智禅寺、广州街香港街、明清宫苑景区以及屏岩洞府景区。

6座在建基地，分别是：上海滩、唐宫唐街、华夏文化园、

九龙大峡谷、情人谷、电影梦幻世界。

     数字经济背景下横店将做好“四化”文章：一是加大摄影

棚建设，做强影视生产工业化。二是加强科技融合，做强发

行终端。三是加大文旅融合，做强影视旅游智慧化。四是加

大走出去步伐，做强影视交流国际化。



横店面临局势1、2
一、从产业发展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文化

需求不断增长，大量社会资本涌入，中国影视行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

高。当前影视行业正进入一个新的春天，中国影视行业也由高速发展

阶段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二、从内容制作方面，百姓欣赏水平提高，进入新时代，更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选择性增多，文化产业供给不是够不够的问

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玩资本、炒地皮、做概念，种种不

规范的资本运作下，粗制滥造的影视商品正在被市场所抛弃。推出更

多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才能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期待和需求。



二、数字敦煌（樊锦诗、李德仁）

      一项敦煌保护的虚拟工程，包括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交互现实3

个部分，瑰宝数字化，打破时空限制，满足游览、欣赏、研究等需求。

    运用测绘遥感技术，致力将莫高窟外形、洞内雕塑等一切文化遗迹，

以毫米的精度虚拟在电脑里，"数字敦煌"完成后，将集文化保护、文

化教育、文化旅游于一体。预计完成需要10年至20年的时间。 国家

发改委批复投资2.61亿元，用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其中投资

最大的项目是"数字敦煌"。

     （实施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武汉大学、浙江大学）



横店面临局势3
    3、从体制政策方面看，近年来，一系列支持电影发展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密集出台，包括《电影产业促进法》《中共

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文艺的意见》等，这些都为影视产业

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永川文化创意产业园

     依托当地大数据产业开展虚拟现实、游戏开发及影视制作

行业的科研、开发、人才培养等全产业链业务，并构建起“从

前期设计建模、虚拟拍摄，到后期实时渲染输出”的完整技术

平台，达到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在技术和配套方面持续投入，加快实

现产业聚集。”永川大数据产业园相关负责人称。

    永川即将在数字资产制作、虚拟拍摄、实时渲染领域达到一

个新的高度，云上‘横店’即将成为现实。”



本章结论1:合局

；“““文化”与“旅游”从建制开始就分属两个局，都属“上

层建筑”，可运行的“经济基础”差别太大，难以“婚配”。

终于可以“合局”了，不管是观光、体验，还是“主题”领

悟，都是百姓享受到的改革“红利”。教堂钟情闹市，为的

是聚集“信徒”；游人偏爱山林，为的是陶冶情操；“仓廪

足而知礼节”，工业时代让人聚集都市，数字时代把人放飞

山林，“分久必合”吗！



本章结论2:数据
•   “弱国无外交”，很长时间，国人研究敦煌经卷，得跑

伦敦、巴黎；研究西夏文字、得到彼得堡……因为长期混战，

无人问津，致使文化遗产被异国低价“掠购”，流落他乡。

•   对文化遗产进行数据采集，为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
也为全人类得见已按原貌提供准确详细的信息资料，是我们

这一辈义不容辞的时代担当。盼望早日见到“数字丽江”，

“数字咸阳”……



             再见!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