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参赛队名称 作品名称

1 行者无疆 天下奇观 魅力兴文

2 彩石初恋队 岂止于石，奇绣九州

3 Diamonds 扶贫英雄真人闯关游戏——兴文深度游，寓公益于旅游

4 风信子团队 古战斗“名”族神秘消亡之地，千万不要独自前往！

5 藏羚羊队 僰王石海，魅力兴文

6 寻迹 兴文丨醉了美景，迷了传说

7 造梦队 到四川兴文去，给心灵做个SPA

8 TWZ参赛队 “石海洞乡，僰候古国”，邀您探寻神秘的川南氏族宗地

9 Walker 魅力兴文，与你相约

10 四清一绿队 相聚兴文丨穿越五百年的遇见

11 人在棘途 未知的秘境，香消玉殒的僰文化

12 小淼 小淼畅游之最走心的兴文旅游手账

13 花样旅团队 来兴文没体验过这个你一定会后悔！人山人海，大家都为它而来。

14 探索队 Discovery·兴文志

15 绘足记团队 寻找失落的民族，探求远古的文明——古僰人的文明之旅

16 致2队 曾经石海难为海，除却僰山不是山

17 时空旅行者们 时空旅行之李白醉梦游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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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ello 玩好了兴文，相当于玩好了整个四川

19 “天人合一”团队 【兴山水，访人文】你说雕刻简单，这尤物却耗时数亿年

20 Hi story 在兴文县消失的第57个民族

21 流浪者 路过兴文一眼变许下万年

22 跃心团队 五彩兴文，有你更倾城

23 此去经年 一个消失了500年的民族，正在兴文悄然“复活”

24  兴文队 能迎娶女神的原因竟然是……

25 博能诚健队 神秘净土，川越兴文。

26 “倾城”团队 微微一笑在兴文

27 美食创意推文小组 听说你喜欢吃肉？还不快来尝尝兴文裹脚肉！

28 旅游陆战队 你以前都荒废了，现在开始，这24小时才是你真正需要的

29 在云端 步蜀寻花山

30 随“兴”所遇 世界那么大，欢迎来看我

31 花儿与少年 国庆节“丧尸”来袭，让我们逃往兴文！

32 僰人古法蒸乌鸡队 惊悚！千万不要去兴文旅游！

33 法棍队 《一个抑郁患者的独白》

34 法棍队 《探寻未解之谜，第57个民族的传说》

35 乡居生活 兴文石海惊天下 苗乡咪猜等你来

36 兴创客团队 首爆/最美网游仙境带你穿越时空



37 JNVC舜耕历山队 你好，我叫兴文，这是我的名片

38 兴兴向文 文艺富兴视频

39 甜渡旅行策划团队 兴文，许你一段慢时光

40 云朵爱吃彩虹糖 美丽兴文，石全食美

41 三人行 兴文县|山水古镇·苗僰情

42 小萌宠团队 想旅游了吗?有一个好地方叫兴文

43 森鹰之舞 进你的心灵，刻在你的心里！兴文之旅带你happy带你飞

44 On the way队 隐藏在兴文的风景，带给你不一样的故事

45 Next Idea 梦回兴文

46 青芒 穿越兴文石海

47 蹦恰恰队 “身在外乡，心系兴文”

48 给我五团队 情定兴文，将眷恋留在兴文

49 HIGH队 兴文石HIGH——石海洞乡定向越野大赛

50 松竹队 乌蒙深处藏兴文 僰苗独特意味深

51 星辰队 500年前发生了这么重要的事你居然不知道

52 奥特曼队 看过来！原来你是兴安的小幸运

53 超能陆战队 偶遇 兴文

54 Super Youth 药不能停！哆啦A梦新道具，带你国庆乐翻天！

55 灵魂段子手 《男朋友不肯带我回家怎么办，很急在线等》



56 好队 你好可爱

57 好队 不巧，因为我想在兴文遇见你

58  power to go 品鉴千古秘境，打造智慧旅游，相约绚烂兴文

59 寻觅者 扑朔之谜，兴文僰族

60 初心 《什么？敢说我没文化！说出来吓死你……》

61 V 原来兴文藏着这些星座秘密

62 最忆民族情 《自从与你相遇，我的世界便烙上民族风情的印记》

63 三人行 小世界，大风景——揭秘微刻的前世今生

64 上邪队 僰王遗梦（兴文，等你来探寻千古疑迷）

65 all for you 兴文行||且行且吟归故乡

66 金华队 震惊！！集山水与美食于一体的宝地，你知道吗？？

67 小城故事有点多团队 知·县

68 伊水团队 要问武功谁最牛，硒兴大法第一流

69 “心意样样”团队 秀美兴文——你离她只有一张票的距离

70 西伯利亚狼 请函尚未查看，兴文僰人赛神节，向每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发出一封盛函

71 snowy 五湖四海汇酒都，盛情僰苗驻兴文

72 和平之光小组 石海“亲”山旅，僰王避暑游

73 胜羽队 以梦为马,莫负韶华,兴随影动,文情蜜意

74 大风起兮 西南秘境——兴文乐境



75 易队 消失的族人

76 颜值高到爆的小组 约定兴文：长江河畔，云贵之上

77 925小分队 如果你有一架穿梭机，你愿意来这里吗

78 逗比小分队 时光隔山海，四季在兴文

79  旅游人 探古寻幽，四川兴文

80 VFIVE 又一个来了不想走的地方，你知道吗?

81 野子 来生丨我还要做一只[兴文乌骨鸡]

82 好学生队 醉美四川，爱在兴文

83 MHTJX 探险|一个古老悬棺民族的栖息地

84 博望 青春在路上

85 TOP GIRLS A Heart loves always young

86 二密的九 中华红兴，奇文古乡

87 美少女战士 四川兴文—因何兴，因何文

88 紫色夏末 邂逅蜀南，兴文印象

89 齐鲁助兴天团 对不起，亲，我们兴文太……了！（视频、VR大放送）

90 IntoGo 兴文，乡愁所栖之地

91 第三种绝色 穿越的告白，自然与灵魂的对话

92 小黄鱼 兴文送您一张美食票——兴文

93 僰人7朵花 来自远古的呼唤



94 宁·温·福 兴文/让文化传承

95 兴文三人行 我已经到僰人古国兴文了，你继续羡慕嫉妒恨吧!

96 大王叫我们去巡山队 兴文县 ——传统文明没有离开过的圣地

97 飞跃2队 《出发兴文，发现不一样的你（幸福兴文篇）》

98 兴文族蕴 印象兴文

99 太阳花 兴文博望

100 靠谱儿青年队 爱上一座城

101 归去来兮老司机队 古朴兴文，世外之地

102 inter-trip团队 “i旅途”——私人定制你的四季兴文

103 吃瓜群众看兴文 归文寻山

104 Five Miracle 缱绻千年情，邂逅兴文缘

105 进击四人组 57个民族，56朵花，还有一个民族去哪儿了?遗失的僰族，神秘的赛神节

106 一鸣队 被人们遗忘的美丽世界

107 RPSL 四川兴文｜被神遗忘的角落

108 Beyond Team 我在这儿，你在哪儿？

109 青春风队 不扎堆，兴文游

110 醉翁之意 寻僰人记

111 僰乡天堂队 千古“僰”情在  兴文等你来

112 DGISNB 丧尸来了，我们在这里等你



113 飞跃3队 解消失千年僰人之迷，品流传千年美食之味

114 飞跃3队 我想给你一个奇妙的探险之旅

115 望江队 《“我听说他在那儿被撩了”》

116 唯创团队 人间天使，隽秀兴文（软文+视频）

117 旅游人 看兴文/僰人秘境，民族洞天

118 浩翰恬欣 没想到在兴文遇到了你

119 欣兴向荣团队 《蜀秀民风  多彩兴文》

120 酒管爱生活队 [千年幻城]昔日僰族战士，今日情定桃源

121 橄榄树联盟 带您畅游绿色兴文

122 pearl队 请把我扔在这里

123 遇兴于美 穿越时空——由柔美水乡到多姿高山

124 头脑风暴 遇见“兴文”，遇见爱

125 飞跃1队 出发兴文，发现不一样的你【探险旅游篇】

126 不忘初心 科技之美，智慧兴文

127 没有这个队 偃武修文，苗僰竹情

128 蜀光小组 “网购”兴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