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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一群可爱
的孩子踏着春的气息，在
家长的陪伴下走进了孟
府。他们身着汉服，展露
儒雅的笑容，这些孩子们
不是在拍戏，他们是来参
加新一期的“孟府雅集”。

雅集是指中国古代
文人雅士聚在一起吟诗、
谈文、瓶供、抚琴、礼茶等
艺术形式陶冶情操的小
型聚会。雅集在我国有着
极为悠久的历史，较早可
追溯于公元353年书圣王
羲之发起的兰亭雅集。其
后至解放前仍然盛行，并
逐渐以讲演和抚琴喝茶
为主。孟府习儒馆既是一
个传播国学的教育基地，
也是一个举办雅集的理
想场所。本次的“孟府雅
集”包括开笔式、煨茶俸
亲、古文诵读等六项内
容。

孟庙孟府举办的“孟
府雅集”让家长和孩子们
走进书香府邸，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
这里孩子们不仅体验到
了原汁原味的雅集，还接
受了珍惜生命、感恩父母
的教育。

（孟醒）

“孟府雅集”

迎春绽放

4月10日，“水浒故里”品
牌建设第一次联席会议在泰安
市东平县召开，本次会议旨在
打破长期单打独斗导致的品牌
弱化局面，加快“水浒”区域
文化旅游目的地资源共享，共
创“水浒故里”旅游品牌，讲
好“水浒故事”，提高水浒故
里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据了解，因学术价值与旅
游应用未能做好结合，很长一
段时间，无论是产品开发、规
划编制还是品牌打造都比较薄
弱。因此，近期省旅游局将邀
请中国水浒协会、山东省水浒
协 会 的 相 关 专 家 对 东 平 、 梁
山、郓城、阳谷四县水浒文化
和旅游资源进行学术考察和研

讨论证。从文学和历史角度为
“水浒故里”品牌提供支撑，
解决目前存在的景点重复、盲
目建设问题。

会上，四市、县围绕建立
“水浒故里”文化旅游品牌联
席会议制度、编制四县统一的

《水浒故里规划》、策划设计“水
浒故里”品牌形象口号、规划跨
区域旅游产品线路、制定旅行社
研发奖励政策等议题进行探讨
交流，并共同签订合作宣言。表
示将在资源共享下打造各自特
色，在统一规划下推进差异发
展，坚持品牌共创、市场共拓，以
最优惠的政策推进线上、线下联
合营销，打响“水浒故里”品牌，
引爆水浒旅游市场。

““水水浒浒故故里里””四四县县携携手手引引爆爆水水浒浒游游

太太阳阳部部落落玩玩转转““疯疯””筝筝节节

““OO22OO泰泰山山会会盟盟””
与与产产业业互互联联网网旅旅游游平平台台的的萌萌芽芽

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互联网+”计划，使得各
行业借助互联网创新的理念深入人心。互联网正成为各产业发
展进步的立足点和发力点。笔者更相信这股热潮会带来产业互
联网的发展，并会极大改变旅游行业整体面貌。产业互联网，
特别是旅游产业互联网并非指现有的各类旅游网站(OTA、旅游
电商、游记攻略点评网等)，也和现有的在线旅游、智慧旅游不
是同一概念。

何为产业互联网

根据互联网研究学者安建
伟的定义，“产业互联网可简单
理解为服务于生产的互联网。”
相对于我们熟悉的消费互联网
(以消费者为主体，消费者网上
冲浪、获取个人所需全部信息、
购买产品和服务、交换信息如聊
天、收发图文影像等，在线办理
行政财务手续等的网络)，产业
互联网是以生产者为主体，服务
于该产业生产者的互联网，所有
的生产活动构成产业互联网的
应用(以平台化为基础，聚合企
业、生态链和金融机构，提供信
息的服务)。

产业互联网在中国经济转
型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比较新
的理念。产业互联网的出现改变
的不仅仅是整个中国各产业的
产销模式和体系，还会重塑包括
生产、流通、融资、交易和交付等
整个行业体系。产业互联网将影
响所有企业的组织和生产方式，
行业边界和商业模式都将被改
变和重组。

产业互联网的出现会引发
整个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大
变革，特别是在企业创新(组织
和 生 产 方 式 和 商 业 模 式 的 改
变)、行业生态链，资本金融方面
带来巨大变化。根据安建伟的研
究，在任何一个领域，产业互联
网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一个拥有

完整生态链的互联网平台。这个
平台可以是行业组织，也可以是
一个企业(但不应是政府组织)，
关键是平台通过整个生态链为
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产业互联网旅游平台未现

迄今为止，旅游产业有大型
OTA沿着互联网演进的方向在
引领和推动旅行社及相关行业
的前行 (如酒店、景区、旅游用
品、小微旅行社的金融等)。但尚
未出现安建伟所说的“一个拥
有 完 整 生 态 链 的 互 联 网 平
台”。这个平台应涵盖目的地
(景区景点)的建设与经营、旅游
业各细分领域的投融资、各类
旅游企业 (景区、住宿、旅行
社、旅游规划、交通、媒体等)
营销推广及结算、为各旅游企业
提供支持辅助服务等功能的庞
大体系。

在这样一个平台上，由于互
联网使得所有的信息高效流通，
产业内各企业的生产、交易、融
资、流通等环节会进行持续的改
造和优化，之后产生更高效的需
求与供应的流通，从而形成更高
的生产力、资源配置以及交易效
率。而效率的提升将对整个旅游
业有益。最简单最可预见的就是
企业创新、企业组织及生产方
式、商业模式的改变。

这样的平台不断聚合旅游
企业参与进来，供应链的信息透

明降低业务的门槛，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便更集中于创新。供应信
息越透明的，原有业务的成本也
越透明，从而迫使企业的真正价
值体现在创新上，不断加速旅游
企业的进步和创新。

不断的创新会诱发旅游业
生态链的改变和进化。于此同
时，服务于旅游业的资本金融企
业会随着旅游业的变化不断调
整姿态，不断适应后融入这个产
业平台。

古人说：“无名万物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产业互联网的旅
游垂直平台还处于少人知晓，几
乎无人理解的阶段，但却是中国
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未来。而“互
联网+”理念已被中国社会各界
认可和接纳，正处于名声鹊起的
阶段。作为通向产业互联网的必
经路径，“互联网+”将加速互联
网与各业界融合，也会引领旅游
业逐渐走向产业互联网的彼岸。

产业互联网旅游平台
萌芽隐现

虽然这样的平台尚未出现，
但隐约可见到产业互联网旅游
垂直平台的萌芽。

近日山东省旅游局向全社
会宣布4月21日于泰安市举办

“O2O泰山会盟”。会盟的主要内
容有两项。

一项内容旨在促进旅游业
产权(管理经营权)与运营的高效
融合。会盟将围绕旅游企业的产
权或经营管理权推进行业发展，
鼓励有实力的大旅游企业以并
购、收购、参股、门票质押、托管、
加盟等形式，同山东的景区、饭
店、旅行社等实现产权(管理经
营权)连接，“形成产权纽带”。基
本可以看做是在资本面运作(从
资 本 面 和 融 资 角 度 打 造 旅 游
业)，从战略角度推进旅游企业
的运营效率。

另一项内容是旅游营销。采
取O2O模式，推动山东省的各类
旅游企业(旅行社、景区、旅游饭
店、度假区等)与国内外知名旅
游企业合作，加速线上线下的营
销和发展。

从设计初衷上看，会盟与产
业互联网的样态、格局都有很大
不同。但隐隐可见产业互联网旅
游业平台被孕育待萌生的征兆。
上述两项内容，不管哪一项都离
不开互联网做依托，并会不断提
升旅游业各细分领域的互联网
化程度，直至完全互联网化，最
终引发产业互联网平台的诞生。

期待本次会盟及随后的发
展能带来美国Paypal公司之父彼
得·蒂尔描绘的“从0到1”般的增
长和产业突破。也期待更多有远
见卓识、睿智的人和企业可投身
于产业互联网的洪流中，推动中
国旅游业的发展和产业互联网
旅游平台的早日诞生。

□孙明

“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
人”。最美人间四月天，太阳部落
与您相约和风纸鸢、蓝天白云。
2015泰安太阳部落景区首届“风
筝节”将于4月26日至5月3日期
间盛大举行。

中国是风筝的故乡，早在
2000多年前，风筝就已经出现。
时至今日，风筝文化已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风筝

不仅见证了中华历史的发展，同
时暗藏中华民俗文化的深刻底
蕴。太阳部落风筝节，就是为了
让游客在春暖花开时节既可以
感受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文化，
又接受传统文化洗礼，同时在放
飞风筝的过程当中拥抱春天，放
飞梦想。

此次风筝节的表演者是来
自“风筝之都”潍坊风筝协会的

专业队员们。软体风筝、运动风
筝、传统风筝等挑起此次风筝节
大梁。百米龙头蜈蚣风筝、特技
风筝表演队风筝特技表演、现场
风筝放飞等活动异彩纷呈。三天
时间内，来自省内外的专业风筝
选手，将以自己精湛的技艺装饰
天空，带来包括百米龙头蜈蚣风
筝、翼龙风筝、凤凰风筝表演等
多项专业级震撼风筝表演，让前

来游玩的游客朋友一饱眼福。特
技风筝表演队特技表演，引爆眼
球。轻柔的和风、满眼的春色，花
样百出的风筝在蓝天白云间争
奇斗艳，蓝天成了风筝特技表演
师傅“造梦的工厂”，让风筝尽情
地在蓝天中冲浪。Duang，duang，
duang，就像加了特技一样，专业
的表演队伍为你带来不一样的
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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