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次“华丽转身”促发展

提起郑州邙山提灌站、黄河游览区这
些老名字，想必很多老郑州市民会感慨万
千。因为，那里曾留下他们青春奋斗的足
迹，浇灌着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景区有一个从单纯城市供水走向供
水加旅游的发展过程。1970 年 7 月 1 日，
郑州邙山提灌站动工兴建，修成主渠道
24.5 公里，隧道 7 条，渡槽 3 座，沿渠有跨
渠桥梁 34 座，其中铁路桥 1 座、高速公路
桥 1 座、一般公路桥 10 座，其他为生产桥
和便桥。提灌站分两级提水。这个历时 2
年 3 个月、先后有 400 万人次参加的浩大
工程竣工后，供应郑州市当时 65%以上的
城市用水，还使沿渠近 10 万亩农田得到
灌溉，连年稳产高产。

40 年前，邙山提灌站与邙山建设指挥
部合并，组建成立了郑州市黄河游览区管
理处，景区走上了旅游业发展之路。在五
龙峰、岳山寺、骆驼岭，“哺育”、“大禹”、

“战马嘶鸣”、“黄河儿女”等塑像，黄河碑
林，《西游记》等古代名著大型砖雕，浮天
阁、极目阁、开襟亭、畅怀亭、依山亭、牡丹
亭、河清轩、引鹭轩等亭台楼阁，以及低空
索道、环山滑道、黄河汽垫船等现代化游
乐设施的兴建，完成了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华丽转身”。进入新世纪后，管委会领导
班子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带领全区上下埋
头苦干，自 2002 年，景区正式更名为“黄
河风景名胜区”后，经过不断的建设和发
展，一个主题明确、形象清新的景区出现
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景区第二次“华丽
转身”。2009 年 7 月，景区管委会成为郑
州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更名为“郑州
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管委会”。体制改革
的初步完成，使景区发挥出辐射一方、带
动一方、造福一方的作用，实现了景区发
展史上的第三次“华丽转身”。

经历了 40 年的风风雨雨，景区已建
成了 40 余处景点，绿化荒山 5000 余亩，森
林覆盖率达 85%以上，成为一处集观光旅
游、科普研究、园林绿化、弘扬黄河文化为
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近 80
万人次。

危机中抢抓新机遇

进入新世纪初，国内旅游业面临硬件
升级换代、市场需求日趋多元的大变革时
代。放眼省内外，平遥古城、清明上河园、
云台山等一大批知名景区以日新月异之
势迅速崛起。作为省内知名老牌景区，黄
河风景名胜区则进入内忧外患、游客下滑
的发展低谷期。游客数量以年均 10%的
速度在负增长，从上世纪 80 年代最高年
接待量百万人次，持续下滑到 2002 年的
30 万人次。景区发展低迷甚至停滞。

2002 年，40 岁的雒国栋临危受命，出
任黄河风景名胜区主任。在上任之初的
全体大会上，雒国栋直截了当地问大家：

“在风起云涌的发展竞争中，难道我们就
甘心情愿落在人后吗？”

过去，景区人历尽艰难险阻，使昔日
荒山终于披绿装，迎来如潮的游客。然
而，如今，一切都“俱往矣”了，“景区面临
发展困境，我们落后了，我们的生存已受
到巨大的威胁……”

压力让人清醒，促人奋起！景区新领
导班子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论”：旅游
发展战略研究滞后，景区市场定位不清，
管理体制陈旧过时……不是游客不再需
要黄河风景名胜区，是景区提供的服务远

离了市场的需求。
“要改变困境，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进一步找寻景区发展的新优势。”很快，
大家形成一个共识：树立“以黄河为主题，
以文化为载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
心”的发展战略，尽快走出低谷，打造品牌，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依靠内部变革，凝聚发展力量。为加
快观念转变，景区先后组织中层干部到焦
作云台山、深圳世界之窗、郑州宇通公司
等单位参观学习；组织业务骨干到名牌大
学短期培训；以党支部为单位开改革动员
报告会……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地探索和
革除影响发展的机制性障碍。

争取外部支持，增强发展动力。经过
上世纪 30 年的积淀，经过本世纪 10 年来
的发展，在着力加强景区经济实力和社会
影响的同时，景区领导班子充分依靠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实现了管理体制的新突
破。2009 年 7 月，景区管委会成为郑州市
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为景区未来的大
发展扫清了体制性障碍。为了适应体制
改革以后景区旅游的发展方向，景区更名

为“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除延续观光旅
游内涵外，明确表明景区旅游要向观光加
生态、休闲、度假等多元旅游转变。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景区领导班子
提出了改革机制的战略决策：结合现代企
业制度，创立了一套适应企业运作的结构
和流程，按企业化运行的要求，精简机构 6
个，精简机关工作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 65
人充实基层生产一线。景区相继出台基本
建设工程管理、阳光采购、目标督查考评、
生产经费核算、优化工资分配办法等 30 多
项规章制度，做到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心
中有目标……新的用人制度和经营机制，
破除发展瓶颈，直面市场，激发了景区人的
积极性和创新活力。按照“公开、公平、竞
争、择优”原则，实行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先
后有 10 多名青年优秀人才走上重要工作
岗位。

打造景区品牌，弘扬黄河文化，保护
生态环境……景区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清
晰。景区迅速在供水产业、旅游业、绿化
及基本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
新世纪的 10 余年，成为景区历史上发展
最快、最好的时期。

勇担当确立发展新优势

上世纪 80 年代，黄河滩上“马吃人”
曾经一度给国内外游客造成极坏的影
响。“当时景区旅游秩序就一个字，乱！”景

区原行政执法大队队长徐惠生总结说。
面对连片的私搭乱建棚屋、小饭店，黄河
滩上 240 余匹马，几十个照相摊，几十艘
快艇、气垫船，数百位周边的失地村民，规
范秩序的难度可想而知。

有一种气魄来自担当。景区人敢于
向困难“动刀”，敢于向矛盾“亮剑”。景区
品牌建设的“第一把火”指向了投诉最多
的黑车。

41 岁的贾春胜在景区开观光电瓶车
已有 12 个年头。提起当年电瓶车打败无
证野吉普的事情，他依然兴奋：“买电瓶车
运营，俺第一个报的名。”2002 年 9 月，首
批 15 辆无污染电瓶车投入景区运营，明
码标价不宰客，运行安全，司机彬彬有礼、
着装整洁，立即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

接下来，治理马场，拆除违建，对周边
环境进行改造提升……启航气垫船有限公
司总经理杜美兰感慨地说：“随着景区秩序
的好转，公司的经营越来越好，我们添置新
气垫船的计划很快将付诸实施。”

为扭转景区管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
的被动局面，景区管委会几经努力，正式

出台“黄河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办法”，使景
区管理步入正规化、法制化轨道。

景区还牢固树立“以游客为本”服务
宗旨，用诚信服务赢得市场。以理论教育
为基础，以实用技能为重点，从接待礼仪、
职业道德、服务规范等入手，对每位员工
进行培训，全面提升服务质量。通过统一
规范治理，改变了景区以往脏乱差的局
面，为游客创造了优美、和谐的旅游环境，
从“马吃人”变为“马助人”，树起良好口
碑。

荀子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
不为不成。”景区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
印做好每件事，终于一步步走出低谷，开
创辉煌。

品牌至上擦亮璀璨明珠

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景、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
国家水利风景区、国家 AAAA 级景区……
景区先后拥有了 4 块亮闪闪的“国字号”
招牌，为这片黄河文化“高地”不断注入新
的发展活力。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的旅游
是“魂不附体”。“黄河”是景区发展永恒的
主题，景区紧紧围绕这个主体，无论是自
然风光，还是人文历史，一直沿着黄河这
条文化主脉，来规划、建设、管理景区，使
景区的面貌日新月异，突出景区独特的魅

力和风格。如今，追求完美的景区建设者
们朝着创建全国 A 级景区最高等级行列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目标，又迈开了坚
实的步伐。

挖掘黄河、黄土文化，马兰黄土的厚
度堪称世界之最，是研究东亚变迁、青藏
高原形成、华夏文明历史与黄河形成演变
的重要参考地。2005 年 8 月 16 日，在国土
资源部组织的第四次国家地质公园专家
评审会上，由省国土资源厅、市政府推荐
申报的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以高分晋
升国家地质公园。

2008 年 9 月，全国首个利用窑洞建设
的地质博物馆——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
园博物馆在黄河风景区建成，游客可通过
声、光、电、多媒体等方式详细了解黄河、
黄土、黄土高原、黄淮平原的形成和演变
过程。每到节假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
了解黄河国家地质公园复杂的地质演变
历程，领略大自然的雄浑博大。

年逾古稀的张新才曾担任景区的总工
程师。他见证了黄河景区的发展，从 1970
年的郑州黄河提灌站，到今天影响世界的
中国文化旅游名景，在他看来，经过 45 年
的与时俱进、三次转身，励精图治，郑州黄
河生态旅游风景区走出了一条既传统又现
代，既传承又创新的文化旅游发展之路。

景区属于郑州，放在更高层面来看，
更属于中国和世界。这是沉甸甸的责任，
更是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对自身角
色定位的审视与考量，让景区人不断拓宽
视野，迎难而上，也让他们一次次站位高
远，继往开来。

打造万里黄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景
区始终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
效能管理、高质量营销”，把景区旅游资源
进行发掘整合，按照国际标准规划旅游项
目和基础设施；按照一流水平建设旅游项
目，力争把炎黄塑像等一批大项目打造成
世界级文化遗产；景区供水、旅游等工作更
是不断拉高坐标，力争在全国找坐标，在中
部求跨越。

正如建设部世界遗产专家邓微教授
所说，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堪称河
南、郑州保护自然生态和传承黄河文明的
核心区，以其为核心的沿黄生态旅游带是
推动郑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区域。该区
域及周边有望打造成世界级黄河文化旅
游精品带。

创新传承打开发展新空间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
内核，是国家、民族前进的“源头活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流经的中原
大地是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千百年来，黄
河文化源远流长……

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是幸运的，因为
它拥有伟大的灵魂——黄河文化。这种
文化是独特的：景区所处的位置，在地理
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区位优势得
天独厚，大河风光无可比拟，因为这里是
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也是黄土高原的终
点、黄淮平原的起点，是地上悬河的起
点。在这里，集中体现了黄河“悬、险、浊、
荡、阔”的自然特点。至此眺望黄河，最能
体会“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的雄浑壮观气势。

基于此，景区领导层战略性的提出，
传承发扬黄河文化，挖掘历史文化内涵，
提升现代旅游价值，变旅游景点为文化景
区。

雕塑家吴树华用了 20 年的时间，实
现了一个光荣的梦想——设计景区高达

106 米的炎黄二帝塑像。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仅塑像用混凝

土 7000 多立方米，还用掉钢材 1500 多吨、
花岗岩 6000多立方米，相当于建造两座 12
层高的楼房。”工程方负责人说，“巨塑的面
部是一种艺术造型，还要求由专门的工匠
来做，不能出现丁点儿误差，加上该塑像是
在 50多米高的山上施工，难度很大。”

杨师傅是景区的老司机。每次介绍
炎黄二帝时，他都会自豪地告诉客人们：

“2007 年炎黄塑像落成倒计时 100 天的日
日夜夜，让我终生难忘。为了工程高质量
高标准按时完成，我们全体干部职工争分
夺秒，日夜奋战。”

“炎黄二帝巨塑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
值远高于其经济价值。”巨塑设计者吴树
华介绍，巨塑最终敲定，是民主决策、科学
决策的成果。前后召开了全国性的研讨
会、论证会、座谈会十八次，汇聚了全国雕
塑、考古、美术、历史、建筑、旅游等各行业
大约上千人次专家的意见。这尊巨塑不
仅属于河南人、中国人，而且属于全球华
人。它的建成，大大增强了全球华人的民
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塑像落成典礼之时，浓雾突然散去，
被雾笼罩的塑像露出真容，来自东南亚商
会的一位老人和他的子女们激动地齐齐屈
膝，顶礼膜拜，让一旁的我深深感受到炎黄
对华夏儿女的凝聚力。”研究先秦史的专家
李泽生说。炎黄二帝塑像作为炎黄子孙寻
根祭祖、精神交流的平台，把千千万万炎黄
子孙的血脉连在了一起，弘扬了传统文化，
凝聚了民族感情。

炎黄广场上游客如织。不少市民举
家来到母亲河畔拜谒炎黄二
帝，许下美好愿望，在孩子幼
小心灵中播下文化传承的种
子。20 年后故地重游的贵州
游客田冠军告诉记者，不到黄
河心不甘。一下飞机，他就直
奔这儿来了。

塑像落成近 7 年来，共接
待海内外游客 560 多万人次，
成为河南文化旅游业璀璨的
名片。它既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家园，更是全球华人的文化
坐标。仰视炎黄二帝，成千上
万海内外炎黄子孙感受着“一
条血脉万古流，巍巍炎黄是源
头”的文化凝聚力。

景 区 打 造 夜 景 照 明 工
程。在景区的牌楼和山上的
极目阁、畅怀亭、开襟亭、浮天
阁、养心亭等主要景点装饰
LED 灯。每当夜幕降临灯光
自动开启，灯火辉煌的亭台楼
阁与灯光映照下的炎黄二帝
塑像交相辉映，将这里的夜色
装点得犹如仙境。每天过往
黄河的 10 多万旅客均可瞻仰
炎黄二帝巨塑的雄伟形象。

古老与现代在这里交织，
沿着黄河的脉动，粮食生产核
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国家
战略积极实施，以弘扬古老悠
久的黄河文化的景区成为华
夏文明传承的有力载体。

“以文化为魂推动景区跨
越”的核心思路，其重要抓手
就是抓好文化旅游大项目建
设。景区管委会主任雒国栋
明确提出要“以黄河为主题，
以文化为载体”。以黄河为主

题，即紧紧围绕大黄河做大做强景区生态
旅游品牌；以文化为载体，即紧扣黄河文化
打造高品质文化品牌，促进可持续发展。

理清了黄河文化的脉络，不断地挖掘
和弘扬黄河文化的精髓，把这些无形的文
化基因，变成了一个个有形的文化符号，
通过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品牌的精心打造，
最终呈现给海内外游客，带给游客的是吸
引，是惊喜。

多年建设，景区形成了一大批以黄河
文化为主题思想的人文景观。如象征黄
河和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母子情深的“哺
育”塑像；讴歌人类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
大禹像；依山就势兴建的、颇具黄河文化
传统特点的极目阁、浮天阁等亭台楼榭，
以及颂扬黄河、反映时代精神的黄河碑
林，黄河国家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等。

在景区的一眼窑洞里，有一处与众不
同的展厅，那就是黄河澄泥砚，这一现在
已经是人气火爆的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给
景区增添了重要的文化要素。

目前，举世瞩目的炎黄塑像二期工程
——百位历史名人像等重点文化项目工程
建设已进入攻坚阶段，名人雕塑正在进行
后期石刻。今年年底，代表着国内最高雕
塑水平的 117 位历史名人像将屹立于炎黄
广场，届时将为郑州再添全新文化名片。

雒国栋说：“我们始终坚持将黄河文化
元素嵌入到景区规划建设的全过程。文化
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在景
区建设中，通过用文化来提升景区规划的
水准、建设的品位、管理的层次和经营价
值，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底蕴，让景区处处
涌动着文化气息，形成了新的文化坐标。”

西望雄关漫道，层峦叠障；东瞰华北
大平原，一片苍茫。大河东去，气象万
千。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宛如镶嵌在万
里黄河飘带上的璀璨明珠，闪烁在黄河中
下游交界处的邙山之巅。

近年来，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凭着智
慧和勇气，凭着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子
之心，紧紧围绕实施“以黄河为主题、以文
化为载体、以市场为导向、以环境和效益
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巩固供水地位，大力
发展旅游业和其他产业，坚持深化改革，
不断提升，日益焕发新的英姿和活力。

深入景区，感受辉煌：影响世界的中
国文化旅游名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郑
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
国家 AAAA 级旅游区……新形势下，黄河
生态旅游风景区以构筑新的发展优势为
美丽河南添彩，为“四个全面”助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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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景区 传承黄河文明

黄河岸边的一颗璀璨明珠
——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建设发展纪实（上）

□建勋 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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