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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范大展让河南拥抱世界

“世界你好，我叫河南。”2018年4月，
外交部全球推介会上，河南向世界展现了
一个自信、开放、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中原。
这只是2018年河南与世界协奏的序曲。

神秘的埃及与厚重的河南相隔约
8000公里，但在年初的河南博物院，持续
4个月时间的“金字塔·不朽之宫”古埃及
文物展，让河南观众大开眼界。

不用坐飞机，不用发愁语言不通，就
能看到人木乃伊、动物木乃伊、大型神像、
神庙模型、生活用品、青铜雕像、木棺、棺
盖、护身符等200多件重量级展品。

紧接着，“阿富汗国家宝藏”展览跨越
万水千山，在5月走进中原大地，在郑州博
物馆与广大观众见面。

展出的阿富汗国家博物馆231件（套）
珍贵文物，囊括了金器、玻璃器、青铜雕
塑、象牙雕刻等奇珍异宝，包含多个文明
的文化元素，各具特色。

在此之前，这批珍宝自2006年起，开
始了世界巡展之旅，先后在法国、意大利、
荷兰等国家巡回展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郑州博物馆积极参与到
这场传承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接力中，
迎来了中国的第4站展览（总第22站）。

这是郑州博物馆首次接展国际性展
览。“展览期间，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观众
人数达到37万人，这个数字在短期展览中
创了郑州博物馆之最。”郑州博物馆陈列
部主任汤威说，未来，像这样的国际性展
览在郑州会越来越多。

这一年，郑州还举办了2018中国国际

摄影艺术节、中国第17届国际摄影艺术展
览。法国著名导演、摄影家雅安·阿瑟斯-
贝特朗，法国普罗旺斯国际摄影节副主
席、摄影家安娜·巴洛伊等国际友人在谈
到郑州的节展印象时不约而同地表示：美
丽的城市，国际化是最大特点。

文化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11月7日晚，145件（组）河南出土的
珍贵文物带着中原人民的重托，顺利起航
赴卢森堡展出。这些器物类别包括青铜
器、陶瓷器、金银器以及玉器等，时代上自
夏商，下迄宋金，时间跨越3000多年。

这是河南文物首次赴卢森堡展出，开
启文物外交新篇章。

让河南拥抱世界，让世界认识河南。
开放包容是中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未
来也将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澎湃向前。

“商圈+书店”模式成为城市新风景

2018年，郑州人的朋友圈经常会被一
家家“网红书店”刷屏。

曾经遭受电商剧烈冲击的书店行业，
正通过与商业地产的联姻，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

郑州购书中心国基路美盛店、郑州购
书中心桐柏路睿海店、尚书房海汇中心
店、粱实书店等面积高达两三千平方米的

大型书店
相继开业。加
上两年前开业的中
原图书大厦回声馆，实现了
郑州东西南北中全方位覆盖。

自此，郑州大型书店综合体的版图轮
廓初现。这些新兴书店集阅读、交流、休
闲、文艺沙龙、亲子教育、餐饮等多功能于
一体，区位多在地产商圈之中。

不仅如此，书店也逐渐成为商业综合
体的标配。郑州大摩西元广场里有纸的
时代书店，郑州璞丽中心、朗悦公园茂内
有我在书店，华润万象城、新田360广场以
及开业不久的正弘城里有西西弗书店。

“商圈+书店”的模式，成为郑州书店
业的一道独特风景。

“书店与商圈融合让城市更有文化
味。”海汇中心负责人表示，书店在商业地
标存在，是一个好的文化现象，也提醒了
人们，除了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同样重
要。和多个商业综合体有过合作的省新
华书店尚书房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商业
综合体作为区域生活消费中心，人们已经
形成了到商业综合体消遣的生活习惯，书
店填补了这种商场业态中的一个空白，有
利于推动全民阅读。

郑州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大
河报记者，实体书店与商圈融合发展已经
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书店既能够满足
消费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能够为前来购
物的消费者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场所，特
别是很多网红书店以独特的装修风格，别
具一格的人文氛围，成为深受都市年轻人
欢迎的文化场所，也为商圈增加了文化气
息。

该负责人也指出，目前实体书店行业
整体利润微薄，难以承受高额房租，所以
实体书店进驻商圈通常需要物业方提供
相对优惠的房租才行。

值得关注的是，郑州本土书店注重树
立品牌的同时，也开始走出河南，已经举
办了440余场读书分享会的松社书店，就
开拓了厦门业务。

剧院文化走进日常生活

2018年的秋天，肯尼迪艺术中心、大
都会歌剧院、百老汇等世界顶级剧院的负
责人，以剧院的名义相约中原。

这场以“剧院国际合作与共赢——国
际视野下大型剧院的剧目制作与运营管
理”为主题的第二届保利国际剧院论坛会
议，在河南艺术中心成功举办。来自中
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杰
出舞台艺术及剧院管理专家齐聚一堂，在
节目引进、项目制作、观众培养等方面加
强了行业对话，共同探讨和推动剧院文化
的传播和发展。

河南剧院的声音，开始被世界倾听。
自2008年投入运营以来，河南艺术

中心走过了整整10年，共举办各类文艺演
出2700多场，接待210多万名观众。引进
剧目从音乐剧《宝莱坞商人》《茜茜公主》
《人鬼情未了》，经典舞剧《天鹅湖》《大河
之舞》等国外精品剧目，到话剧《茶馆》《暗
恋桃花源》，舞剧《孔雀》等国内名作，打开
了一扇河南省与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和互
动的新窗口。

而就在几个月前的5月，河南省文化
厅举办了“‘一带一路’河南艺术展演周”，
在郑州、安阳、鹤壁、周口、信阳、洛阳等
地，共计开展14场巡演及交流活动。

新加坡偶戏《狮城玩家欢》、意大利假
面喜剧《仆人的小故事》、越南丛剧《传奇
的榕树下》、柬埔寨皮影戏《神奇的纳加
箭》……不出河南，观众便可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经典剧目欣赏个遍。

进行到第八届的黄河戏剧节在驻马
店举行，来自河南、北京、上海、新疆4个省
市自治区24个院团的25台精彩大戏轮番
登场，涵盖了京剧、豫剧、曲剧、越调、淮
剧、话剧等多个剧种。

根据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改

编的同名话剧今年在全国巡演，用河南方
言讲述河南的人和事，融入豫剧元素。河
南方言剧《老街》晋京展演，将有着700多
年历史的宝丰马街书会介绍给更多的人。

被称为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堡垒的剧
院，如今在郑州也越来越多。

2018年以来，多家大小不一、特色各
异的民营剧场先后迎来观众，尤其是“小
剧院进了电影院，大商场有了小剧场”等
剧场新业态引发关注。河南文化大厦小
皇后大剧院在今年7月迎来首批观众，开
心简史先锋剧场开进了五一影城，纸的时
代小剧场在大摩西元广场内诞生，丹尼斯
大卫城剧场的演出进入常态化。

剧场越来越多，推动了戏剧创作的繁
荣，在国有各剧种院团之外，民营话剧团
体也开始崭露头角，探索商业演出模式。

走进剧场看演出，正成为河南人的日
常生活方式。

文旅融合打开新风口

“到此一游”，正迈向深度文化体验。
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的河
南，借助文旅融合的风口，振翅奋飞。

今年5月，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近30个国家100多个旅游城市的市长和
代表相聚一堂，共论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本届论坛是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
第一次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见证着

“诗和远方”携手同行。
论坛的签约项目中，就有一批文化旅

游融合项目，包括投资200亿元的巩义丝
绸之路文化产业园项目、投资100亿元的
信阳南湾开元文化旅游综合项目等，未来
或将成为河南文化旅游发展的新亮点。

十一黄金周后，大河报先后以《上海
女作家游河南倾情“亲爱的豫”》《“亲爱的
豫”总有一处风景与众不同》为题报道了上
海女作家石磊游记《亲爱的豫》成热点的新
闻，引发读者热烈反响，河南网友纷纷设计
自己眼中的“小众河南文化旅行线路”。

石磊在8天河南文化之旅中，避开了
热门景点，选择了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小
众景点。她在游记中感叹：“一路驰骋，河
南这个地方，动不动就是两千年的人物曹
操孔明武则天，开口就是商周秦汉，几乎
处处辉煌，脚脚有灵。”

继“老家河南”之后，河南又有了一张
亲切而又时尚的新代称——“亲爱的
豫”。全国各地不少游客留言“想跟着你
的脚步走一圈”“原来河南有文化底蕴的
景点这么多！”

10月 16日，在永城召开的“老家河
南”旅游宣传营销会议上，石磊被授予“河
南旅游特别贡献奖”，这也是河南旅游管
理部门首次授予个人特别贡献奖项。这
一事件也被视为文旅融合的传播典范。

十一黄金周的另一个数据同样引人
瞩目：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
馆、博物馆广泛组织开展各项文化惠民活
动，累计接待观众达1523万人次。作为文
博大省，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观众纷纷前
来打卡，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等场馆
人数屡创新高。

11月26日上午，按照机构改革方案，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河南省政府北门
揭牌成立。这也标志着河南的文化和旅
游进入到深度融合。

文化产业风华正茂

谈历史谈文化，河南人总是挺胸抬
头、自信满满，可当谈及文化产业，总会些
许沉默，有点不自信。这种现象在2018年
发生了改变。

12月19日，“出彩新时代·文化新力
量——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河南文化
产业盛典暨河南文化产业主题论坛”在郑
州河南文化大厦举行，专家、学者、从业者
共聚一堂，聚焦河南文化产业发展新机
遇。此次活动，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
办，大河报社、河南省文化产业协会承办。

在盛典发布的影响力文化品牌榜单
中，既有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梦祥银、水

秀等文化产业老品牌，亦有中原国际时装
周、石佛艺术公社、中国汝瓷小镇等近年
来涌现的强势新品牌。

河南文化产业方兴未艾，特别是近几
年增长较快。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
河南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1341.8
亿元，比上年增加 129 亿元，增幅为
10.6%，占全省GDP的比重为3.01%，增加
值总量在中部六省中首次居第一位。

2018年，郑州商都历史文化片区、百
年德化历史文化片区、二七华侨城、宋城·
黄帝千古情项目等16个重大文化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606亿元；洛阳举办了首届
中原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鹤壁举办了第
五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河南文化产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湖北大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
年发布的《文化建设蓝皮书：中国文化发展
报告（2018）》中，从文化生产分类指数、文
化供给分类指数来看，河南居于全国前五
位；文化发展指数排名，河南省也进入全国
前十强。这说明河南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文化生产能力充
足，有充满活力的文化市场转换能力。

两个月前，河南文化产业智库及智库
专家委员会在河南日报报业大厦正式揭牌
成立。15位来自重点高校、社科研究机构
的学者，参与河南重大社会经济建设的专
家及文化产业领域的优秀企业家成为智库
首批专家。他们将为河南文化产业发展、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和全国重要的文
化高地建设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适应消费升级的整体大趋势，河南文
化产业的活力正在不断迸发。”河南省文化
产业协会秘书长郭广新表示，最近几年来，
投资方逐渐认识到文化的长远性，大企业
财团在文化领域的投入越来越多，建业、银
基、竹桂园等都在加大步伐，既有电影小
镇、足球小镇等文化地产项目，也有“只有
河南”、“黄帝千古情”等大型演艺项目。

郭广新也建议，一座城市的文化项目
需要注重集聚效应，注重整体规划，这样
可以更好地打造现象级的文化产业。

河南文化五大新态势
你中意哪个？

“我们很年轻，不过上下五千年！”
因古老而闻名于世的厚重河南，正在释放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刚刚走过的2018年，她留给人们最深

刻的感受是青春。
这一年，河南文化发展步履铿锵，有太多值得书写的成就。站在岁尾，我们决定将目光投向其中稍

显稚嫩却孕育着无限可能的新面孔，梳理2018年河南文化发展的新态势：
国际范儿的大展越来越多，不出省就能看到遥远埃及、阿富汗的国家宝藏；复合型书店接连涌现，城

市商圈里的书香越来越浓；肯尼迪、大都会、百老汇等世界顶级剧院负责人相聚中原，河南剧院文化的声
音被世界倾听；文旅融合打开新风口，“老家河南”从此牵手“诗和远方”；文化产业方兴未艾，一大批强势
文化品牌扬帆远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丛博 文 吴国强 洪波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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