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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洋）第二十四
届“东丽杯”全国孙犁散文奖颁奖典
礼于9月25日在天津举行，我省作家
青青的散文集《白露为霜——一个人
的二十四节气》获“孙犁散文奖”。

由中国文化报社、天津市文化
广播影视局、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东丽杯”群众文学评奖活
动至今已连续举办 24届，其评奖规
则采取小说、散文、诗歌三年一轮回
制，每年只进行单项评奖。散文奖
以文学大师孙犁的名字命名。

青青，原名王晓平，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驻济源记者站站长，近年
来创作颇丰，她的散文集《白露为

霜—— 一 个 人 的 二 十 四 节 气》于
2012 年 5 月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
版，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在《莽原》杂
志发表。除此书外，她还出版了《小
桃红》、《采蓝》和《落红记——萧红
的青春往事》，其中《落红记——萧
红的青春往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
反响，获得了广泛关注与好评。本
届评委、著名作家肖复兴高度评价

《白露为霜——一个人的二十四节
气》：“对乡土断片式的回忆，灵动的
文笔，有民俗、有风物、有人情，还有
一点历史的流光碎影。当然，更有
对故乡、对亲人朋友一份来自童年
的感情。”④4

本报讯 （记者刘 洋）国庆期
间，由省民族管弦乐学会、河南艺术
职业学院主办，河南中州民族乐器
有限公司协办的“国乐大师进河南”
系列活动让河南艺术职业学院喜爱
弦乐的学生们过了把瘾。

此次活动邀请了著名二胡演奏
家、教育家于红梅和著名古筝教育
家、演奏家李萌为师生们演奏了经
典弦乐和每个人的拿手绝活。各大
民乐院校也派出乐手互相切磋，精

彩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此外，国乐大师们还举办讲座，
详细解答了学生们在民乐学习、练
习中存在的各种困惑，对学员们日
后的学习起到了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作用。

此次活动引起在校师生的极大
兴趣。被同学们的热情感染的李萌
表示，此次活动让国乐近距离地被
孩子们认知，对弘扬民族音乐有极
大的促进作用。④4

本报讯 (记 者 王 丹 丹)10 月 5
日，第六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韩国
开幕，河南籍泳坛明星宁泽涛将参
加 7个项目的角逐。

世锦赛结束后，宁泽涛先后又
参加了全国游泳锦标赛和世界杯北
京站比赛。因接受智齿手术，他一
度无法下水训练，体重也下降了 5
公斤。据了解，经过调整，目前宁泽
涛的体力已基本恢复，状态比较平
稳。本届军人运动会，宁泽涛在个

人调整、训练的同时，耐心向年轻队
员传授接力赛技巧。本次比赛，宁
泽涛将参加男子 50米自由泳、男子
100 米自由泳和男子 4×200 米自由
泳、男子 4×100米混合泳、男女混合
4×100米自由泳、男子 4×100米自由
泳、男女 4×100 米混合泳比赛。作
为宁泽涛的海军队队友，同为河南
老乡的另一名选手索冉将参加女子
50 米蛙泳、女子 100 米蛙泳以及接
力项目的比赛。④11

我省作家青青
获“孙犁散文奖”

国乐大师走进河南

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宁泽涛出战7项比赛

本报讯 （记者刘 洋）10 月 7
日，由省文联、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办的第二届河南省民间文艺

“金鼎奖”颁奖仪式在郑州绿博园
举行。

颁奖仪式开始前，来自全省

的民间艺人们用充满民俗气息的
表演给国庆长假在绿博园游玩的
市民送去了欢乐。唢呐声声、舞蹈
翩翩，很多平日里不常见到的民间
艺术形式在舞台上大放光彩。

本届“金鼎奖”共分为民间文

艺成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
民间文学作品奖、民俗影像作品
奖、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民间表
演奖等六大奖项。其中，刘秀森、
申法海、朱文立等 7 人获得民间
文艺个人成就奖，鹿邑县“中国老

子文化研究中心”、鲁山县“中国
墨子文化研究中心”、上蔡县“中
国重阳文化之乡专业委员会”等
荣获民间文艺集体成就奖，商城
县文联映山红艺术团、固始县文
联民间艺术表演团、浚县李俊生

唢呐艺术团、尉氏县靳宝伟唢呐
艺术团等获得民间表演奖。

“金鼎奖”是经省委宣传部批
准设立，由省文联、省民间艺术家
协会联合主办的全省性民间艺术
最高奖。④4

我省第二届民间文艺“金鼎奖”颁奖

本报讯 （记者李 悦）10 月 6
日晚，第二届陈正雷太极年会暨第
十七届国际太极拳高级培训班在
温县陈家沟落下帷幕。在“诚意正
心，祥和太极”的感召下，来自海内
外的近千名拳友齐聚“太极祖地”，
拜祭先师、论道太极。

本届年会是由河南省太极拳
协会主办，由陈氏十九世太极拳
第 11 代嫡宗传人陈正雷大师全
程领衔，在整个会议期间，陈大师
携 30 余名杰出导师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广大拳友进行交流互动。
除了太极高峰论坛之外，这次年
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陈家沟太

极拳祖祠举行的祭拜太极先师典
礼，近千名太极弟子在祖祠广场
组成了八卦阵的图案，其场面十
分壮观。

据介绍，本次年会的高峰论
坛邀请了陈氏、杨氏、吴氏、武氏、
孙氏五大太极拳流派代表人物齐
聚一堂，众多名家共同探讨了太
极拳以及太极拳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 谈到举办本次年会的目的，
陈正雷大师表示，希望能通过每
年一次的太极盛会来进一步扩大
太极拳的影响力，最终吸引更多
的太极拳爱好者投身到太极事业
中。④11

本报讯（记者李建华 通讯员
周双林）10 月 1 日至 3 日，太极拳
发源地——温县陈家沟的“十一”
长假喜庆而热闹，国际太极拳大师
陈小旺习武 60 周年庆典活动、中
国陈氏太极拳高峰论坛系列活动
在此举行，为游客和太极拳爱好者
带来了意外惊喜。

中国武协主席高小军、孙氏太
极拳名家孙永田、吴氏太极拳名家
张全亮，世界陈小旺陈氏太极拳总
会各地分会以及陈小旺海内外太
极拳弟子代表近千人参加了庆典
活动。

陈 小 旺 1945 年 出 生 于 温 县
陈家沟，是享誉世界的太极拳大
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氏
太极拳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今年
70 岁的他已习武六十载。 60 年
来，他苦练勤悟，功夫精妙绝伦，
国内外武术界赞其为“太极拳的
化身”。传播太极拳数十年来，
他的弟子遍布世界各地，其成立
的 世 界 陈 小 旺 太 极 拳 总 会 已 经
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
会 ，注 册 会 员 3 万 多 人 ，学 生 达
30 万之众，成就了陈氏太极拳的
荣光。④11

10 月 7 日，2015 年河南省马术锦标赛落下帷幕，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自行车现
代五项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河南省地里国际马术运动俱乐部承办，共吸引了来自全省 17 支代表
队的 40 余名骑手参赛，比赛设有绕桶赛、青少年场地障碍赛 A 组（地杆赛）、B 组（30—50cm 级
别）、C 组（60— 90cm 级别）等四个竞赛项目。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云
鹏说：“这是我省首次举办马术项目锦标赛，目的一方面是为全省广大马术爱好者搭建一个相互
切磋、一显身手的平台，进一步促进马术运动在我省的普及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助赛事
发现苗子选手，为我省马术队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④11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摄

近千拳友齐聚温县
拜祭先师论道太极

和大师一起舞太极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将作为
崭新一页载入龙门石窟历史。

从 10月 1日到 6日，龙门石窟
景区微信购买门票达到 34999单，
微信购票游客占到总购票人数的
20.32%；在游客最高峰期，售票窗
口前看不到以往长长的队伍；景区
内 全 覆 盖 的 移 动 4G 网 络 、免 费
WiFi经受住考验，7天长假共有 25
万人次使用语音讲解……

作为全国首家“互联网+智慧
景区”，龙门石窟的智慧景区建设
顺利通过首次大考，交上了一份完
美答卷，以实践充分证明了“互联
网+”的魅力所在。

今年国庆假期，“互联网+龙
门”智慧旅游成为龙门石窟最大亮
点。业内人士评价，“互联网+龙
门”智慧景区建设项目做得扎实、
先进、创新，体现出龙门石窟全国
首家“互联网+智慧景区”的标杆
示范作用。

“互联网+龙门”智慧
景区亮点纷呈

今年 7月 15日，腾讯和龙门石
窟共同打造的“互联网+龙门”智
慧景区上线运营，龙门石窟成为全
国首家“互联网+智慧景区”。一
期上线运营四大板块、10项产品；
9月 24日，二期项目上线，包括“互
联网+经营”、“互联网+文物保护”
两大板块，龙门石窟成为全国首个
全面支持微信支付的智慧景区，标
志着“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建
设跨出了坚定的新步伐。

今年国庆长假，“互联网+龙
门”智慧景区魅力尽显，亮点频现。

一是微信自助轻松购票、扫码
入园，免除排队之苦。

“真没有想到，到龙门石窟购
票不用排队，只要用手机微信扫一
扫就行了，不仅方便，还能优惠 10
块钱。”10 月 3 日上午 10 时，来自
武汉的游客张先生在龙门石窟售
票处外的微信自助购票窗口，轻松
扫描二维码，为一家四口购买电子
门票。

此时，正是国庆七天假期的高
峰期。当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过
6 万人，上午 10 时至 11 时更是一
天中高峰时刻。

对景区票务中心工作人员而
言，往年长假期间售票窗口前排起
长长的队伍，已司空见惯。在今年
国庆长假，情况发生了质变。即使
在高峰期，售票窗口排队人数一般
不超过 10 人，几分钟就可以顺利
买到票。

这背后，是“互联网+龙门”智
慧景区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游客只需使用手机连接景区移动
4G、免费 WiFi，扫描二维码，即可
完成链接、支付、获码等一键式购
票；在入口处实现 3 秒钟扫码入
园，不用再兑换纸质门票。

国庆假期，龙门石窟和腾讯公
司联合推出一系列智慧旅游体验
活动。腾讯方面数据显示，国庆期
间，龙门石窟景区微信购票订单数
呈爆炸式增长，从 10月 1日到 6日
6 天共销售 34999 单，其中 10 月 3
日 达 到 最 高 峰（5554 单 、11348

张）；通过微信购票的游客占到总
购票人数的 20.32%。

今年国庆期间，腾讯公司联合
全国 150余家知名景区开展“十一
旅游不排队，码上畅玩”优惠活动，
由腾讯公司每单补贴 10元。龙门
石窟景区微信支付单数占所有参
加活动景区的 45.35%，高居榜首。

二是景区全部实现微信支付，
消费有了新体验。

9月 24日二期项目上线以来，
微信支付的使用范围扩大到龙门
石窟景区所有经营单位，由此，龙
门石窟成为全国首个全面实现微
信支付的智慧景区。

国庆长假期间，龙门旅游集团
对每位微信购票游客赠送 5 元电
子优惠券，游客可在讲解、就餐、购
物、电瓶车、游船等二次消费环节
使用，“吃、住、行、游、购、娱”全部
微信支付，带动了龙门景区内整个
产业链的发展，也对景区管理方式
带来全面提升。

三是龙门文化传播有了生动
新颖的方式。

相对静止的、沉默的千年石
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可以将龙
门历史进行活化，与游客进行互
动，让游客通过图片、文字、语音等
生动方式，了解每尊佛像背后的故
事，从而让龙门文化传播有了新颖
方式。

只需回复数字代码，即可免费
听取 64 个景点的语音讲解；通过
摇一摇方式，体验已上线的 8个互
动游戏……国庆假期期间，很多来
到龙门石窟的游客，离开龙门石窟
一段时间后仍会通过微信服务号
了解龙门石窟文化，以这种新奇的
方式与龙门建立全新、持久的连
接。

四是“互联网+”带动了龙门
文化创意产品热销。

在国庆期间，刚刚上线的龙门
文化创意产品——《龙门的色彩》
龙门石窟手绘涂色书，在微信订阅
号推广后，首批产品很快销售一
空。此外，《龙门百问》、龙门盖章
本、龙门手绘地图、龙门 T 恤衫等
龙门特色产品，也受到热捧。

在微信服务号上点击《保护的
成果》，即可查看龙门石窟近年来
的文物保护成果、新旧照片对比等
信息；点击《手印的秘密》，即可了
解佛像常见手印的含义。这样，可
以提升游客的文物保护意识。

五是龙门石窟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得到全新提升。

今年国庆假期，龙门石窟景区
干部职工优质规范管理、文明热情
服务，景区秩序井然、欢乐祥和、繁
荣有序，受到来自全世界游客的广
泛赞誉。对 1630名游客随机抽样
调查显示，游客满意度达到 93.2%。

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一套、
二套、新闻频道先后多次播报了龙
门石窟景区“互联网+智慧景区”
创新服务模式，将它作为全国景区
服务游客的典型；人民网、腾讯网
等主流媒体也分别报道了龙门石
窟接待盛况，给予了充分肯定。

“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的魅
力，在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得到了最
直观、最全面、最有效的良好展示。

“互联网+旅游”融合
效应全面显现

“顺利通过国庆大考，进一步
印证建设‘互联网+龙门’智慧景
区项目的必要性、及时性，全面打
通了服务游客的‘最后一公里’。

‘互联网+旅游’的融合效应开始
在龙门石窟全面显现，成为国庆假
期的最大亮点。”昨日，龙门石窟世
界文化遗产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于迎表示。

毫无疑问，腾讯公司作为“互
联网+”的倡导者，与龙门石窟携
手打造智慧景区的标杆，在龙门石
窟景区探索利用互联网提高旅游
公共服务质量，所应用的新技术大
大提升了龙门石窟游客的旅游质
量。

腾 讯·大 豫 网 团 队 对“ 互 联
网+龙门”项目给予了强力技术支
持，尤其针对国庆假期可能出现的
网络购票、语音导览等使用高峰，
提早做好技术保障，派驻专人进行

跟踪服务，确保游客互联网体验效
果的畅通快捷。

龙门石窟景区统计的数据显
示，“十一”假期龙门景区共接待游
客 28.27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
10月 1日至 5日，龙门石窟微信服
务号粉丝增长近 5万人，为未来开
展精准营销和服务提供了强有力
的大数据基础。

今年 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
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
意见，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旅游
等新兴服务。

有权威人士评价：在龙门石
窟，“互联网+”已经推动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2015 年的国庆长假，对龙门

石窟而言意义非凡——通过假期
高峰实践，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龙
门石窟全国首家“互联网+智慧景
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尽显龙门
石窟在新常态下与时俱进、创新引
领的标杆和示范作用；在给游客带
来了更多更好的新感受、新体验，
全面打通了智慧旅游最后一公里，
展现出“互联网+智慧景区”的无
限魅力。

金 秋 的 龙 门 石 窟 ，因“ 互 联
网+龙门”智慧景区建设变得硕果
累累。

明天的龙门石窟，因为互联网
基因的融入，除了千年大佛不变，
未来的一切将会更加精彩！

（杨玉璞 李松战）

互联网创新融合效应亮点纷呈

“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金秋结硕果

龙门石窟微信服务号龙门石窟微信订阅号

国庆长假，龙门石窟人流如织、井然有序。

游客为“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