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马寿乡杯”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旅游创新策划大赛初赛报名作品公示

序号 参赛队名称 作品名称

1 约会大作战小分队 “我和巴马兽有个约会”——巴马养生旅游路线策划

2 勇者无畏 巴马寿乡长寿旅游线路计划

3 BISU BAMA 浸入深山的绝妙体验——不可错过的巴马养生之旅

4 望川秋水 养生桃源 长寿巴马

5 城市巅峰 哦！巴马——探索奇迹生命之旅

6 钢铁侠 “我以为旅行归来我就又是钢铁侠了”究竟去哪里旅行一场才不虚此行

7 仙女与土拨鼠巡回演唱队 下一次陪伴，不会远在天涯

8 候鸟人 候鸟居 民宿

9 晚睡傻笔笔 生命如“细水流长”——巴马

10 三只小仙猪与毛闰土 巴马:“请听我说声对不起”

11 后会有期 广西巴马变形记——超级变变变



序号 参赛队名称 作品名称

12 二分之一 向往的“瑜生”

13 从前慢 长寿不老的唯一秘诀！据说做到的人活多好几岁。。。

14 彩虹六号 一起去巴马

15 彩虹六号 印象巴马

16 光合作用团队 遇见巴马，感受生命之美

17 美少女战队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百魔洞打盹，回忆青春

18 巴马中间没有拿队 八山一水一分田，百岁一县待候鸟

19 巴马中间没有拿队 时光荏苒，百年相守

20 天华 F4 巴马的山，巴马的水，正如巴马最好的你

21 天华 F4 久违的呼唤

22 春田花花队 广西巴马 山水画中的养生天堂

23 水酉故事 金木水火土----揭开广西巴马长寿健康之谜

24 神秘力量 孙悟空神游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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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G.N GOOD NIGHT

26 暗恋桃花源团队 探寻异时空维度的桃花源——巴马

27 沐宁团队 远尘——广西巴马长寿养生旅游创新策划

28 晨曦 巴拿马遇上巴马

29 琴川 长寿之乡——巴马县

30 四口田 巴马说，这里不只有长寿

31 小辣椒队 不慎落水，竟发现人间最后一片净土

32 红鹰小道姑 爆炸！五美重返 18 岁啦！

33 红鹰小道姑 西湖、桂林、三亚都去面试了，结果......

34 零零四队 听爷爷讲我们这里的故事

35 We 旅行 巴马----你是我的宝贝甜蜜饯儿

36 情定巴马队 O 奥 巴 马

37 情定巴马队 三世轮回 情定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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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智联队 养怡福地——巴马长寿养生旅游

39 与你同行 巴马老人的自述

40 ZERO 团队 天下闻风动，英雄战巴马

41 ZERO 团队 我把你写成一段旅程，也许会变成我的人生

42 山旅小精灵 嘿！我是“噢”巴马

43 五奇六色队 两千年谜题！秦始皇终生不解之事真相大白！！！

44 201 小分队 巴马翻天了......

45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品养生之道,探长寿秘诀”广西巴马长寿体验之旅

46 梦幻 1队 走进巴马，探秘千年瑶人长寿养生之旅

47 Hell Angels “身赴长寿巴马，心浸养生福地”

48 A ring 【养生不如来这里】原生态养生巴马

49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品养生之道,探长寿秘诀”广西巴马长寿体验之旅

50 青春无悔 巴马的空气可以打包卖



序号 参赛队名称 作品名称

51 青春无悔 巴马山水甲天下，养生长寿美名扬

52 探索者 探索巴马长寿密码

53 探索者 这个暑假，就带孩子去巴马

54 南极星队 什么？巴马惊现天山“童姥”

55 彼岸花开 成长之路，寿比巴马

56 阳光之队 天地之美，巴马秘境

57 开拓者 爱在巴马寿在巴马

58 时光探险队 时光探险只为你――巴马寿乡

59 镜花缘 巴马公益旅游策划书

60 长寿福尔摩斯队 巴马长寿探秘旅，只为更好的你

61 旅游养生小组 巴马五行养生旅游线路设计

62 临江仙 福寿山海小镇——广西巴马长寿旅游营销策划书

63 “L&Y”队 秦始皇在蓬莱都没找到的东西，居然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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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粤人无数队 听过奥巴马，没听过巴马啊？

65 Swag 闪开，巴马要来一段养生 Freestyle

66 追梦的万花筒 爱爸妈，到巴马

67 顺风队 我为什么极力推荐你去巴马走一走？

68 顺意队 活到 100+的人都在这里！连空气都是长寿的味道！

69 养生延年 《游美丽巴马 品长寿神韵》线路设计方案

70 霸王龙 我有一个小目标

71 霸王龙 你知道巴马吗？奥巴马？

72 巴马五香猪 畅游长寿之乡，感受世外桃源

73 进击号 关于巴马那些你不知道的事

74 神奇四侠 解密巴马

75 云海阳光 奇缘—巴马竟现三生三世现实版传奇故事

76 无疆队 巴马，退休老人为何突然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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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南山队 南山讲巴马

78 民族之队 巴马养生旅游规划书

79 海外知己 广西巴马长寿养生旅游创新策划

80 徐美美工作室 巴马长寿之乡

81 一撇队 高端养生巴马游

82 树下有约 广西巴马长寿养生旅游创新策划

83 忆特 巴马——候鸟向往的桃花源

84 仁德巴马 遗落人间的仙境

85 随心随行 巴马，走过一段安祥的时光

86 “POP”之队 “要健康，喝火麻”——火麻（籽）资源深度利用技术及终端产品开发与宣传

87 Triangle 瑶见:一画一世界，一村一悠闲

88 水火战队 水与火交融的神奇秘境—巴马长寿文明探踪

89 智竹创业团队 你也可以坐拥天下——共享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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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百炼成“刚” 幻想通过冰冻躯体获得永生？你有更好的选择

91 “酱油”战队 掌上巴马

92 琅函队 “世界长寿之乡”广西巴马长寿村旅游开发规划策划及实施方案

93 Wonder 清朝老人活到现在的秘方竟然是这个

94 Legendary 团队 再见城里人！我要留在巴马当村民！

95 V5 plus 21 世纪最适合养老、养生的地方，没有之一

96 甜渡旅行设计团队 专治城市病｜比起热门景区你更需要一个静谧之处养眼、养生、养心

97 爱游 iu 巴马寿乡·巴马享寿

98 奥特曼队 送你一张开往巴马的车票你跟不跟我走？

99 远航 寻访寿的足迹

100 Dream 营销 巴马养生 Dream 营销策划

101 候鸟之家 广西巴马养生度假俱乐部

102 新希望团队 减少“候鸟人”，重拾巴马淳厚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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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说好的旅行 巴马之旅，都有哪些特别的经历

104 灵犀队 巴马园策划

105 阳光奋进团队 巴马人长寿秘诀与其文化的结合

106 敢拼小队 旅游日记----长寿养生天堂

107 雁塔队 “舞动巴马”——悦享养生天堂 探秘长寿圣地之旅

108 想想 栖长寿瑶乡 忆流金岁月

109 白夜行 这座好吃的县城，立刻马上现在就想告诉你

110 双 R 记 走巴马

111 创新成就未来 世界长寿之乡•中国人瑞圣地——巴马之行

112 梦想家 《巴马长寿游》

113 梦想家 《到人生那头》

114 旅游梦之队 微小说-梦忆巴马

115 旅游梦之队 美丽巴马，长寿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