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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融合的时代背景下，
“文化+旅游”成为驱动旅游产业
发展的内核，而节庆活动作为旅
游产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其内涵的最终体现是展示多元文
化、促进经济发展、丰富人们精神
生活。

你可能参加过华侨城各种类
型、不同区域、内涵不一、形式多
样的节庆活动，在华侨城，跟随你
狂欢的，是一整座城市。而即将
在金秋10月拉开帷幕的2018华
侨城文化旅游节，将重新定位旅
游节庆活动，将是全球首个由一
家企业举办的历时最长、活动最
多、覆盖面最广、类型最丰富的旅
游节庆活动，也将是一场跨时间、
跨空间、跨业态、跨线上线下的一
次全景生态的旅游节庆活动。全
国近五十座城市、二百余项形式
多样的活动，这次一齐向国人发
出请柬。

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
华侨城集团之所以能够联动

全国如此多业态的文旅资源，离
不开“给人民带来美好与欢乐”的
初心，离不开其一直倡导和践行
的创想精神。纵观华侨城30余
年的发展历程，如何以创想开启
美好生活、分享美好生活，不断提
出中国人美好生活的新主张，华
侨城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经营
哲学。

华侨城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
发展一路走来，从以锦绣中华、世
界之窗为代表的微缩景观型主题
公园，到互动体验型欢乐谷连锁
主题公园，再到生态旅游度假区、
都市娱乐综合体，再到全域旅游、
特色小镇及美丽乡村的建设发

展，华侨城不断为国人推出更丰
富、更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与服
务。其中，“欢乐谷”主题公园荣
获国内主题公园行业中国驰名商
标，已实现深圳、北京、成都、上
海、武汉、天津、重庆等多地连锁。

本次旅游节华侨城旗下近二
十个主题公园联袂巨献，奉献了
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各类活动。
七地欢乐谷推出了国际魔术节、
潮玩节、圣夜狂欢节、冰火狂欢
节、国际街头艺术节等十多项活
动。

北京欢乐谷 10月 1日~10
月7日以“送您神秘与梦幻”为主
题开展国际魔术节，全力打造魔
幻世界。同时，侏罗纪&光影抖
拍乐园震撼来袭，历时四个月之
久。除此之外，北京欢乐谷万圣
节将于10月12日惊悚启幕，此
次万圣节，北京欢乐谷与《第五人
格》《鬼吹灯之云南虫谷》《精绝古
城》《黄皮子祠》等知名IP联合，
为广大游客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
欢乐时光。奇幻灯光节也将于
11月接棒万圣节，正式启动，为
北京冬季增加一场光影魅力的视
觉盛宴。诚邀中原父老前来体
验，“百元玩转华侨城”，“欢乐在
一起”。

锦绣中华、深圳和长沙世界
之窗推出了澳洲狂欢节、国际减
压节等极具参与感的节庆活动。

昆明世博园既推出了立足国
际视野的澜湄国际电影周，又准
备了“向国旗致敬”健跑活动和一
系列精彩刺激的万圣狂欢节体验
活动。

…… ……
在发展的过程中，华侨城始

终能够与时俱进，敏锐地捕捉到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细微变化，
并紧跟国家战略，不断对旅游产
品进行升级换代。

进入新时代，华侨城人持续
创新和拓展文化产业布局，坚定
地以文化为核心，旅游为载体，加
速全国布局。结合对新型城镇化
国家战略的全面分析和深度思
考，华侨城集团于2016年提出并
确立了“文化+旅游+城镇化”“旅
游+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发展模
式，积极探索城镇化建设的新路
径、新方法，提升特色小镇“生长
力”，让城镇居民切实感受到“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的美好生活图景。

华侨城将依托河南深厚的历
史文化，以“文化+旅游+新型城
市化”的规划理念，充分发挥华侨
城独特的旅游、文化、商业、酒店
优质基因整合优势，深耕中原，助
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目
前，华侨城北方集团在郑州即将
落地两个项目，分别为中原华侨
城大型文化旅游开发项目和荥阳
京襄古城项目。其中，中原华侨
城大型文化旅游开发项目是华侨
城精心打造的文旅项目升级版力
作，放眼全国乃首屈一指，涵盖欢
乐谷、海洋馆、水公园、保吉寨等
城市旅游项目！

目前全国参与运维和管理的
特色小镇数量已达30余个，如：
成都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洛带
古镇，北京斋堂古镇，天津杨柳青
运河古镇，深圳甘坑客家小镇，深
圳大鹏所城，海南中廖村，云南大
理古城等等。

文化旅游融合对中国全域旅
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
2017年，华侨城集团确定了自身
中长期战略规划，以“中国文化产
业领跑者、中国新型城镇化引领
者、中国全域旅游示范者”承接国
家战略，践行央企的政治责任、社
会责任、经济责任，充分利用自身
深耕文旅产业三十余年的优势与
经验，以旅游业为纽带，对区域内
的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升，在中
国的云南、海南、陕西、四川、北
京、河北等地，广泛布局全域旅游
新业务。本次文化旅游节也囊括
上述全域旅游先锋阵地，这既印
证了华侨城在全国各地推进全域
旅游建设的决心，也将是对华侨
城全域旅游发展成效的检验。

云南作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旅
游目的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及人文旅游资源、深厚的文化积
淀和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华侨
城作为云南省“全域旅游”的重要
合作伙伴，从2017年初，华侨城
集团就积极开展央地混改，重组
云南世博集团、云南文投集团，布
局云南全域旅游发展，深拓云南

旅游。
本次文化旅游节，在彩云之

南也推出了缤纷盛宴：在华侨城
昆明阳宗海度假区可以体验热气
球乘坐、儿童滑翔伞、萌宠减压、
热气球彩绘、亲子障碍挑战赛、国
庆骑游、星空花海季等多项活动；
禄丰恐龙谷发出了欢乐英雄汇之
全国抖友征集令；还有昆明轿子
雪山独具特色的祭山活动，昆明

九乡风景区的国际帐篷节、别样
民族风，元阳哈尼梯田的梯田农
耕体验活动，丽江老君山的金秋
黎明傈僳文化风情展演，香格里
拉巴拉格宗景区与蓝月山谷景区
联合推出最美“藏乡秘境—峡谷
之夜”，游客可以体验到雪山、峡
谷和热闹的篝火舞蹈……伴随文
旅融合的，是一个全新的彩云之
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管雪霏

在中华大
地，有这样一座“城”：她
发轫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南
海之滨—深圳，经建设者们
三十余年筚路蓝缕，她从深
圳湾畔的一片滩涂之地，发
展成为一座集旅游观光、生
态景观、生活配套、商业居
住为一体，充满生态与活力
的旅游城、生态城和文化之
城。

华侨城人始终秉持“以
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紧
贴国家战略，不断进行产品
升级，强调以人为本，积极
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今天，
这座“城”以文化为灵魂、旅
游为路径，从南海之滨到燕
赵北国；从八百里秦川到彩
云之南；从人杰地灵的江南
到钟灵毓秀的巴蜀，扎根五
湖四海，布局全国50多座
城市。在这座“城”里，你可
以体验到丰富的人文景观、
也可以纵情自然山水之间；
可以亲近自然，也可以尝试
最新“黑科技”；可以倾听中
华民族的千年梦想，也可以
体验世界文明的博大辉煌；
可以享受现代化的酒店、社
区服务，也可以嗅到乡野泥
土的清新气息；可以在接连
不断的节庆中尽情欢乐，也
可以流连于艺术空间，种下
创意与灵感的种子……这
一切也使得她的发展模式
成为文化旅游界的范本。

这座城，就是华侨
城。

文化是旅游的重要内涵，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
二者融合发展，大势所趋。此
次2018华侨城文化旅游节，
不但为国人奉上一场欢乐盛
宴，更将对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华侨城集团不断创新旅
游产品，实现了从单一到混合
形式的演变，在旅游形态中赋
予文化内涵，再通过文化再造
展现旅游魅力。而文旅融合，
正是此次华侨城文化旅游节
的主打方向。

早在二十年前，华侨城便
进行了“文化+”的尝试，将富
有文化气息的节日、庆典进行
包装，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
和形式，取得了良好社会价值
和经济价值。经过多年实践
和经验积累，华侨城不断在文
化+的推陈出新中崭露头角。

华侨城在各地积极开展
大量文化艺术活动、展览，促
进文化旅游融合，提升城市的
文化氛围。于今年7月落下
帷幕的第三届“OCT凤凰花
嘉年华”，作为此次文化旅游
节的“前奏”，以自然生态、文
化艺术、城市生活为核心，通
过一系列充满创想精神的活
动，如蒲公英的种子一般，向
人们传播着关于生态环保、自

然、艺术与生活交融的理念，
获得公众广泛参与。

而在本届华侨城文化旅
游节上，从以积极推动当代艺
术发展，落地深圳、上海、北
京、西安、武汉等区域核心城
市的OCAT华侨城当代艺术
中心馆群，到由旧工业厂房改
造而成，囊括创意设计、艺术
文化、时尚休闲等多样文化的
OCT-LOFT 华侨城创意文
化园，再到成都安仁华侨城创
意文化园、佛山顺德盒子美术
馆……均有大量内容丰富的
文化创意及公共艺术活动呈
现：《中国当代摄影40年》、
《王长存、朱昶全双个展》、《德
莱顿·古德温（DrydenGood-
win）个展》、《2018研究型展
览》、建筑艺术展《重构》、“此
岸”系列公共项目、上海浦江
华侨城十年公共艺术计划“生
长力”（2017-2026）超景观
LandLand「E」scape、《将一
只（）鸟从一座塔的塔顶放
掉》……

艺术来源于生活，更应为
大众所欣赏。华侨城以公共
艺术的形式，为旅游赋予了更
加多样的深层次内涵，为文旅
融合发展拓宽了路径；并以种
类繁多的艺术展览、活动，提
升了城市的文化艺术氛围。

以创想开启美好生活

此次文化旅游节的另一个看
点，便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纵
览华侨城旗下每一座主题公园、
每一个景区、每一座特色小镇、每
一座艺术场馆，文化都是其中的
灵魂。而这座“城”中无时无刻不
在发生着的交流与融合，决不仅
局限在国内范畴。

不论是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还是在连接东南亚的窗
口——云南；不论是欢乐谷、世界之
窗等主题公园轮番上演的西方文化
节庆，还是在各大艺术馆中展出的
西方艺术家的精彩作品，都是华侨
城积极倡导中外文化交流的体现。

著名大型舞蹈史诗剧《吴哥
的微笑》便是其中的代表。《吴哥
的微笑》是由华侨城旗下云南文
投集团打造、中国和柬埔寨优秀
艺术家联袂上演的大型文化演艺
节目,迄今已累计演出达3000余
场，接待国际游客近百万人次，被
中央6部委授予文化“走出去”重
点项目，并被柬埔寨政府授予“柬
埔寨旅游特殊贡献奖”，已成为中
柬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华侨城集团在文化演艺领域

的造诣，与积极倡导中外文化交
流与融合的作为早已蜚声海内
外，甚至在外交层面也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2018年春节前，华侨
城·云南文投集团旗下演艺股份
有限公司演职人员远赴尼泊尔，
配合中宣部国家新闻办，参加了
2018中尼跨国春节联欢晚会的演
出，获得了尼方的高度评价，圆满
完成了主办跨国春晚的光荣任
务。

华侨城的演艺事业从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打造了中国的“百
老汇”，推出了60多台原创剧目，
累计接待观众近一亿人次。可以
说，中国的演艺，正是从因改革开
放而生的华侨城起步。吟唱的，
是中国和世界的交融。舞动的，
是内心的欢乐和美好生活。

此次华侨城文化旅游节，一
批精彩剧目将奉献给全国人民：
北京欢乐谷的《金面王朝》、上海
欢乐谷的《天幕水极》、锦绣中华·
民俗文化村的《龙凤舞中华》《新
东方霓裳》《大漠传奇》、深圳欢乐
海岸的《深蓝秘境》、深圳东部华
侨城的《天禅》、昆明的《丝路传

奇》和腾冲《梦幻腾冲》……
其中最令人期待的是9月29

日，深圳世界之窗将迎来斥资
5000万打造的《盛世纪》首演。华
侨城演艺一路走来，常演常新，艺
术内涵和科技运用也不断更新迭
代，从惊艳旅游界的《创世纪》，到
波澜壮阔的《跨世纪》，再到古今
中外文明交融的《一路阳光》，本
届文化旅游节前推出的《盛世
纪》，讲述了中华民族千年梦想，
展现人类文明赫赫辉煌。

在成都千年古镇——安仁古
镇也将上演国内最强沉浸互动式
公馆演出《今时今日安仁》，在这
里，可以做一场穿越时空的幻梦，
让岁月流逝，传奇停驻。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
与共，天下大同”。优秀的文化绝
不是封闭的、排外的，正如盛唐气
象最大特点，便是她的包容，这也
造就了彼时多元文化的盛景。今
年适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与深
圳特区共同成长的华侨城集团，
在发展历程中始终扮演的一个重
要角色，正是“联通中国与世界的
窗口”。此次文化旅游节中即将
上演的一幕幕极具异域风情的精
彩瞬间，也正体现了华侨城人响
应国家“一带一路”号召，以文化
交流丰富美好生活的作为。

三十余年薪火相传，此次文
化旅游节，不但一如既往地寄予
了华侨城为人们对欢乐与美好生
活的向往而不断前行的初心，同时
也展现出华侨城根据时代发展、市
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积极进行创
新发展的作为——这也是华侨城
在过去30年多年的运营中，始终
保持年轻态和市场热度的关键。

新时期，承接人民的美好生
活需求，已经成为文旅产业责无
旁贷的历史使命。而在华侨城
中，有你对美好生活的一切想象
——美好生活，从这座“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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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面王朝》演出

文旅融合推动美好生活

深耕全域旅游

文化交流丰富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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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华侨城文化旅游节盛大启动
全国近五十座城市、二百余项活动，向您发出请柬 美好生活，从这座“城”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