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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子祠端午节营销策划方案 

一、成果简介 

屈子祠在原来叫屈原庙，现在它叫屈原纪念馆，它最开始修建在汉代，坐落于湖

南省汨罗城西北玉笥山顶。在清乾隆二十一年的时候，把它移到了玉笥山上，占地面

积一共 7.8 亩。屈子祠从上到下共有石阶 119阶，为三进青砖结构。在祠的正门牌楼

墙上绘有十三幅屈原的生平业绩和对理想追求的写照浮雕。在过道的墙壁上，镶嵌有

很多的石碑，篆刻着后人凭吊屈原的诗词文赋。后殿里矗立一尊 1980 年重塑的屈原

像。在它的附近建有玉笥山“八景”，为濯缨桥、独醒亭、寿星台、望爷墩、骚坛、

桃花洞、绣花墩、剪刀池等纪念屈原的古迹，现今存在的建筑有正殿、信芳亭、屈子

祠碑等。正殿为砖木结构，单层单檐，青砖砌墙，黄琉璃瓦覆顶，风格古朴雅致，全

殿为三进，中、后两进之间有一个亭子，前后左右各设了一个天井，中间有丹池，池

中有大花台，植金桂。祠内有树龄在 300 年以上的桂树多株，每逢中秋节，黄色、白

色的花遍地盛开，花香四溢，令人陶醉。在这个充满古老气息的地方，让人们心中不

产生了一种想追溯过去的冲动，当得知这是爱国人士屈原的宗祠，更是掩盖不了我们

心中的爱国情怀。 

对于屈子祠景区在旅游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宣传力度不够、门票价

格不合理、景区缺乏特色等问题。针对屈子祠景区在旅游发展中存在的显著问题，提

出合理的优化解决方案，包括：通过广告、传单等方法扩大在宣传方面的力度；景区

应该降低门票的票价，将盈利重点放在旅游产品和服务上门，发展复合型经济而不是

传统单一的门票经济；利用重大节日端午节形成它独有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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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计思路 

通过浏览查阅关于屈子祠景区方面的一些论文、书籍、实例等，了解了物屈子祠

中的一些知识，也掌握了一些旅游管理技能。对屈子祠进行了实地调研，还对游客的

售后满意度进行了回访。调查了市面上多数景区对于景区的旅游发展，发现在景区的

旅游发展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在旅游发展中，宣传是旅游过程的结尾和旅游过程的开端，即是旅游的起点也是

旅游的终点。我们需要研究景区的旅游发展对宣传的要求；还需要钻研宣传与景区发

展之间的联系，以保证景区发展的合理运营。景区的旅游发展对宣传也有相应的要求。

因此，进行宣传广告时不单要考虑到宣传与景区发展的其他环节的协调性，还要考虑

到影响宣传的环境因素。 

图 1 屈子祠景区门口 

图 2 屈子祠景区优化设计方案的实际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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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过程 

（一）存在问题 

1、宣传力度不够 

经过对本地居民的调查走访，发现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有这个地方，有的知道屈

子祠这个景区，但是不知道地址在哪，有些居民他们有亲朋好友来访时，第一选项不

是屈子祠这个景区，因为他们的朋友觉得屈子祠这个景区不是很出名，更愿意来到岳

阳参观岳阳楼。 

2、门票价格不合理 

在美团上了解到对于屈子祠的评价，大部分游客都反映屈子祠的名票价格太过于

昂贵，觉得自己带朋友去不够划算。 

3、景区缺乏特色 

屈子祠景区从建立开始就没有举办过什么特色活动，并且与同类型景区相比较，

它并没有吸睛的亮点和特色，无法抓住游客眼球，游客朋友如果对此景区不感兴趣，

就不会前来为此景区买单，就造成没有客流量，没有经济收入，逐步被社会所淘汰。 

（二）优化措施： 

1、宣传力度不够处理措施 

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屈子祠景区端午节所举办的活动，印刷传单在人多的街道、广

场分发，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点赞满 38送门票一张的方式宣传 

2、门票价格不合理处理办法 

景区应该降低门票的票价，将盈利重点放在旅游产品和服务上门，发展复合型经

济而不是传统单一的门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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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景区缺乏特色优化方法 

利用重大节日端午节形成它独有的特色 。 

（三）屈子祠端午节营销策划活动方案 

1、端午节市场调查分析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自古以来端午节就是人们所重视的一个节日之一，当

初爱国人士屈原在汨罗江畔纵身一跃，在世间留下了广为流传的故事，以及端午节的

由来。随着经济水平升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在节假日旅行的人也越来越多，有

些来自远方的客人，并不熟知端午节应该怎么过，这次我们景区就借助端午节这个重

大节日，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体验一下真真正正的端午节。 

2、屈子祠景区的自身优势 

屈子祠景区是为了纪念我们的爱国人士屈原而修建，在这个充满古老气息的祠庙

里有着很多关于屈原是事迹，在这里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到屈原生前的大概经历，让

小朋友更加的了解我们的爱国人士——屈原。 

3、屈子祠举办活动的意义 

 屈子祠景区从开业以来，景区的经营效果一直达不到预想的收入，也从未举行

过重大的活动来推销景区。在重大节日期间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加强烈，所以，我们在

端午节举行活动，以此来推销我们的景区，将会一笔很大的利润。在这个充满爱国意

识的节日里，我们通过这个节假日做出一个营销策划方案，不仅可以推进景区的经济，

还可以扩大景区的知名度。  

4、活动主题： 欢乐粽动员+龙舟快跑 

5、活动时间：2020 年 6月 25日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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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活动地点：汨罗江国家湿地公园--离骚广场 

7、参与对象：本地村民和会划龙舟的本地村民还有前来参观的游客。 

8、场地布置：我们会在汨罗江旁的草地上布置好场地，我们首先把桌子摆好，在桌

上放好我们需要包粽子的食材，到时候大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包出好看又美味的

粽子了，我们包粽子的时间是在上午十点左右。下午我们准备了五只龙舟，我们会在

下午三点多开始赛龙舟，大家可以勇于参加。 

上午:粽子串图案、粽子比赛的专区牌，选择一张两米宽十米长的桌子，准备好粽叶、

糯米、红豆、红枣、红绳等材料。 

下午：准备龙舟 5 只，划桨若干，锣鼓 5 个，裁判 5名，在龙舟看台搭建舞台。 

9、活动具体安排：活动当天早上八点开始，我们的参赛人员进场，由主持人说开场

白以及比赛规则，然后比赛开始进行并决出优胜者给与颁发奖品，中午午餐休息后两

点到三点开始，我们的表演人员会歌舞表演，三点开始参赛人员入场，龙舟下水，三

点半比赛正式开始，四点半计算成绩得出 123名。 

（1）比赛规则 

第一个项目规则：一组三人，每组选手提供五斤糯米，100 片粽叶，若干红豆、

红枣，一捆红绳。包出来的粽子不能漏米，要绑紧，在包粽子的过程中我们是有时间

的限制大家要在十五分钟内看谁包的又好又多，按包的粽子数量和时间来算，确定好

一二三名以及参与奖。 

第二个项目规则：有五个组，每组 20 人，每个人都要穿好救生衣，一个组一条

道，不允许占用其他组的道路，不允许在比赛过程中干扰其他组人员，不允许打架斗

图 4 龙舟比赛 
图 3 粽子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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殴，不允许辱骂他人，如有发现，将取消比赛资格。在规定时间里，哪只龙舟先到达

比赛终点，哪只龙舟获胜，按照到达的先后顺序排为 123 名，其他的均为参与奖。 

（2）奖品 

第一个环节奖品： 

第一名：屈子祠门票一张以及自己所包的粽子。 

第二名：印有“端午节快乐”字样的保温杯一个以及自己所包的粽子。 

第三名：粽子形态的公仔一个以及自己所包的粽子。 

参与奖：一人一条印有 “端午节快乐”字样的毛巾以及自己所包的粽子。 

第二个环节奖品： 

第一名：屈子祠门票三张以及龙舟模型一只。 

第二名：屈子祠门票两张以及龙舟模型一只。 

第三名：屈子祠门票一张以及龙舟模型一只。 

参与奖：龙舟模型一只 

（3）活动优惠 

①活动期间 16 岁以下拥有学生证的、8 岁以下的小朋友、80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

免票进入屈子祠景区，成人票打六折。 

②活动期间购票五张以上的可赠送小型屈原人物铜像一个。 

③活动期间在屈子祠景区内消费满 288 以上，可享受免票优惠（仅一人）。 

④活动期间进入屈子祠景区的所有游客都可参加我们的问答活动，答对的游客可

获得我们的小礼品（青花瓷碗具、保温杯、不锈钢刀具自选）。 

10、宣传 

（1）在汨罗各个乡镇以及各个广场张贴海报、拉横幅、以及租下大广场上的显

示屏宣传活动，组织工作人员发传单（传单上印刷有参与比赛的二维码）。 

（2）通过网络宣传活动，比如微信、QQ、微博等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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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公众号进行宣传。 

（4）在贴吧、微博、微信、QQ上上传大赛的总结回顾以及制作的活动视频。 

11、经费预算 

活动一：食材费用 1000 元、奖品费用 1000元、人员费用 3000元、宣传费用 3000

元、其他费用 1000 元，合计 9000 元。 

活动二：场地设备费用 3000 元，专业人员 2000 元，场地布置 1000，龙舟租借

2000 元，奖品费用 1000元，宣传费用 3000 元，其他费用 1000 元，合计 12000 元。 

总合计预算：21000元。 

四、成果特点 

本方案适用于常见的景点宣传问题，针对于屈子祠景区在景区宣传过程中存在的

宣传力度不够、门票价格不合理、景区缺乏特色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优化，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结果表明这种改进方法具有通用性原则，可以推广发展至更多的旅游景区。

屈子祠景区使用这个优化设计方案后，人流量增加，知名度变高，景区服务更加完善，

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我们的景区，带动了整个汨罗的旅游经济的发展。 

五、收获与体会 

时间如流水，我的毕业设计也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要面临的是毕业答辩，离校，

工作。 

我毕业设计的选题是关于景区的旅游发展，宣传是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

要环节。毕业设计的过程并不简单，甚至很困难，有些是因为学习的时候不认真，有

些是因为书本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虽然过程艰辛，但是不能放弃，和同学一

起交流讨论，去办公司找老师指导请教。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其实还有许多的

不足，可是我已经没有再学校学习的机会了，只能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点点累积。在这

次的毕业设计中我也收获到了很多东西，锻炼了我独立自主、认真思考的能力，同时

自己的动手能力也提高了，也让我体会到了这个设计过程的艰辛和欣喜。在这次毕业

设计中也使我们的同学关系更进一步了，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以及一起共同面对压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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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动力的共呜感，使得我们经常在深夜在网络上互相吐槽互相侃侃而谈。毕业的临

近也使得我们彼此的心越拉越紧，越收越细。最后很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和专业老师，

是你们的细心指导和关怀，使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毕业设计。谢谢您不顾劳累与辛苦

为我们争取时间和利益，为我们讲解毕业设计需要调整和修改的方向。在尊敬的老师

身上，我不仅学到了扎实、宽广、丰富的专业知识，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毕业在即，

这是我们最后能在一起的时光，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将这段日子铭记于心。

在这个最美好的年纪，最靓丽的青春，我们都是彼此心中最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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