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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中原 助力城市出彩
——建业集团承办2018中国濮阳国际杂技艺术节圆满闭幕

10 月 22 日晚，由建业集

团与河南省杂技集团联合承

办的 2018中国濮阳国际杂技

艺术节闭幕式在濮阳水秀国

际大剧院举行。自此，风靡龙

乡的 2018中国濮阳国际杂技

艺术节，在取得一系列丰硕成

果后，完美收官。10 月 16 日

至 10月 22日，本届艺术节为

期七天，主要举办十项文化活

动和一项商贸活动。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名演

员带来了 28 场高水准的杂

技、魔术、马戏及《水秀》专场

演出，现场观演近5万人次，花

车艺术巡游、现代舞巡演、国

际滑板小轮车表演赛、小城梦

想音乐周等群众文化活动，观

众数 10 万人次，签约项目 31

个，总投资261.25亿元。

□张承民

2018中国濮阳国际杂技艺术节由中国杂
技家协会、濮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杂技
集团、建业集团联合承办，以“互鉴、共享、聚
力、出彩”为主题，坚持务实、创新、节俭、高效
原则，旨在传承杂技艺术、弘扬杂技精神、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加强对外文化经贸交流，真正
做到让城市更出彩、让人民更幸福。

2018 中国濮阳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当
天，央视著名主持人海霞、河南电视台主持
人林泉，法国、美国双国籍主持人金小鱼倾
情主持。世界级杂技团队云集濮阳，国际一
流文化大师荟萃龙城。中国杂技家协会主
席边发吉，中国杂技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秘书长王仁刚，中国杂技家协会
副主席付继恩、刘全利、齐春生、吴正丹、阿
迪力·吾休尔、张红，著名国际节会艺术顾
问、美国火鸟演艺公司董事长彼得·杜宾斯
基，应邀出席。河南省、濮阳市等相关领导，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出席开幕式。边发
吉宣布 2018中国濮阳杂技艺术节开幕。

濮阳市市长杨青玖在开幕式致辞中，向
嘉宾介绍了濮阳基本市情和杂技艺术发展状
况。表示，历史的濮阳，底蕴厚重、文化灿烂；
当今的濮阳，活力四射、前景广阔。濮阳也将
以此为契机，把握新的机遇，焕发新的活力，
实现新的发展，促进濮阳由区域边缘走向中
原城市群改革开放前沿、为中原更加出彩增
色添彩。

开幕式当天，胡葆森接受了河南卫视《对
话中原》节目的邀约，围绕文化与城市的话
题，就河南文化产业化如何发展、中原文化如
何走出去、企业如何助力中原出彩等问题发
表自己的见解，胡葆森表示，自己作为一名濮
阳人，始终怀抱赤子之心，关心家乡发展，期
待有更多机会支持家乡建设；同时，对杂技文
化发展寄予厚望，期待濮阳杂技文化焕发新
光彩。胡葆森提出，作为濮阳的文化名片，濮
阳杂技艺术历史悠久。新时代，新征程，昂扬
向上、开放自信的发展精神令濮阳杂技的发
展永葆活力。

濮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锦印，在
2018中国濮阳国际杂技艺术节闭幕式致辞
中说，本届艺术节实现了以文会友、以节招
商的目标，推动了杂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凝聚了合力，建立了友谊，是一
次讲述濮阳故事、传播濮阳声音、展现濮阳
风采的文艺盛会。

据介绍，本届艺术节自 10月 16日开幕
以来，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演员
带来了28场高水准的杂技、魔术、马戏及《水
秀》专场演出，现场观演近5万人次。举办了
花车艺术巡游、现代舞巡演、国际滑板小轮
车表演赛、小城梦想音乐周等群众文化活
动，观众数10万人次。举办了中外杂技高端
论坛和国际杂技魔术道具展览等活动，国内

外杂技界专家学者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的
杂技文化交流；举办了重点产业推介暨项目
签约仪式、豫鲁冀金三角旅游联盟大会、濮
阳创新发展论坛等商贸旅游交流活动，签约
项目 31个，总投资 261.25亿元，为濮阳加快
发展注入了强大新动能。本届艺术节还得
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发稿 120余篇，人
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网络媒体原创和转
发稿件 1000余篇。艺术节开幕式通过电视
直播和网络直播，将濮阳杂技推向了全国、
推向了海内外，极大提升了濮阳杂技的影响
力。

本届艺术节激发了全市群众的高度关
注。在活动组委会组织的优秀节目网络评

选活动中，广大网友积极投票，分别评出了
“金龙奖”最佳风尚奖、最佳表演奖、最佳人
气奖等 3个奖项。获得最佳风尚奖的有埃
塞俄比亚的《单人手技》、以色列的《男女双
人秋千》、俄罗斯的《抖杠》、古巴的《空中
大飞人》、美国的《单人环技》、中国的《花
海传奇》等节目，获得最佳表演奖的有埃塞
俄 比 亚 的《单 人 柔 术》、德 国 的《双 人 空
竹》、意大利的《男子四人对手》、韩国的
《杂志变装》、中国的《魔术串烧》《穿越》等
节目，获得最佳人气奖的有美国的《双人单
杆》、乌克兰的《双人皮条》、吉尔吉斯斯坦
的《男子幽默软功》、荷兰的《梦境》、德国
的《催眠术+人体穿越》、古巴的《快速换
装》等节目。

作为本土品牌房企，建业集团26载坚守
本心，厚土深耕，建业从盐碱地上褴褛起步
到中原经济区强劲发展，自始心怀故土，将
河南人民的幸福福祉和多元需求，当做循道
途中那束不灭的光。同时不断向社会传递
人文关怀，力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与美
好城市共同成长。

濮阳是建业省域化发展战略第一站。
2002年 4月 28日濮阳建业城市花园开盘，
标志着建业集团省域化发展战略拉开帷
幕。经过17年耕耘，濮阳建业布局了建业城
市花园、建业壹号城邦、建业桂园、建业世和
府、建业通和府、建业凯旋广场、建业森林半
岛、建业璞园、建业臻悦汇、建业大集古镇以
及濮阳县建业城、建业新城、建业春天里、建
业璟园，台前建业森林半岛、台前建业城、清
丰建业城、南乐建业春天里等 18个项目，截
至目前濮阳建业服务家庭 12000余户，服务
业主5万人；预计2018年年底服务家庭数量
将突破2万户。

2017年 9月 30日，历时 49天建设的以
濮阳杂技文化为主题的建业大集古镇项目

如期开街，为濮阳城市再添新名片，成为杂
技文化传承地，城市旅游新地标。在建业创
造奇迹的49个昼夜里，有建业信守承诺的决
心，有建业对古老文明和技艺的无限珍视，
更有建业以城市文化复兴为担当、与城市共
生长的责任与使命。

建业自从进入濮阳以来，坚持守信用、
负责任、走正道、务正业的企业文化特征，17
年来共计向政府纳税约 5.3 亿元，直接带动
就业数千人。其中物业板块服务社区15个，
带动就业数万人，其中地产板块带动就业 2
万余人，教育板块带动就业近 1000人、文旅
板块带动就业500余人。

自从 2004年 9月第一所幼儿园——濮
阳建业双语幼儿园开园，建业在濮阳先后建
成并投入运营了 7所建业小哈佛幼儿园及 2
所具有国际标准的濮阳建业国际学校。其中
建业小哈佛幼儿园在校生近千人，教职工近
200人；建业国际学校在校生2000余人，教职
工近 400人；濮阳建业国际学校总校总投资
1.2亿元，占地 200亩，依托建业教育的强大
办学优势，把濮阳建业国际学校打造成了一

所国际化、高品质、个性化的学校。同时被命
名授予“科研实验基地”“花园式学校”“中国
歌剧舞剧院人才培养基地”“濮阳市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示范校”等荣誉称号。

建业始终与濮阳城市共成长，探索城市
发展的更多可能，传递积极向上的幸福生活
内涵。作为中华龙乡，濮阳是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作为“中国杂技之乡”，濮阳精湛的杂
技技艺同样历史悠久。一直把对中原文化
的挖掘、保护、传承、光大视为己任的建业集
团，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不断进行产品和服
务创新，持续践行为河南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的责任和使命，致力于为中原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今年 5月份，建业集团与河南省杂技集
团成功达成战略合作，将开启建业集团在全
省文化产业领域发展的新篇章。双方将在
政府支持、资源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大力发
展杂技产业升级、文旅演艺拓展等业务，打
造产业发展新模式，使濮阳杂技文化以一种
更高纬度的姿态得以弘扬，为濮阳城市文化
产业的发展承担起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濮阳杂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不仅
是政府之责，更是企业之责。作为本届艺术
节承办方之一的建业集团，通过与河南杂技
集团筹备和组织杂技艺术盛会，为弘扬杂技
艺术助力。

胡葆森表示，十几年来，很关注濮阳杂
技。提出，大家经常讲经济全球化，其实文
化更应该全球化。作为濮阳人，看到濮阳
杂技近些年的发展，胡葆森有自己的看
法。他说，濮阳杂技不能仅仅局限于濮阳，
应该更多地走出去。可以把郑州作为一个
桥头堡，继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杂技

不仅是濮阳这个城市的名片，还是中原名
片，甚至是国家名片。胡葆森说，在濮阳杂
技迈向国际化的道路上，脚步应该更加坚
定。濮阳杂技走向世界，已经到了水到渠
成的时候。

同时，建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止步于
濮阳，也不止步于杂技。从开封古都复兴，
历时十余年开创中国首个城市整体复兴工
程——建业东京梦华，到在鹿邑明道城、北
方陶瓷中心神垕古镇等地市对传统文化进
行了挖掘、展示、传承和创新，再到为弘扬中
华传统美食文化，挖掘、保护并传承中原传

统名吃、小吃而建立的建业大食堂，建业以
一个个创新的作品向这片土地致敬。

中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这块文化
厚土上，建业心怀敬虔，细心耕作，以期让更
多的河南文化立体鲜活起来。诚如胡葆森
曾说：“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同时还肩负着挖
掘、保护、传承和光大中原文化的使命。有
朝一日，建业将会把饱含中原文化特色（美
食、建筑、戏曲、杂技、武术、国学、中医等）的
文化小镇推向全国，让中原文化走向世界。
让河南人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以中原文
化为载体，来传播中国文化！”

建业集团承办 2018中国濮阳国际杂技艺术
节，使得建业继新蓝海战略转型三周年成果发布
会之后再一次令中原瞩目，也是建业“因爱而+”
幸福生态系统的一次完美呈现。

在新蓝海战略转型三周年成果发布会上，建
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曾坦言，“将近 40年的改革
开放，河南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6年
的创业，伴随着中原城镇化不断的加速，在河南
这块土地上有了一个做事的机会。”

据了解，建业集团的战略转型，是基于深厚
的战略自信、文化内蕴和生态积累，是以河南人
民的美好生活和多元需求为导向的顺势而为。

“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通过 26年的积
淀和3年的探索发展，建业集团正以“让河南人民
都过上好生活”为全新愿景，为一亿河南人民，营
造全新的生活方式。正如胡葆森在 2016年新春
寄语中所言：“客户生活需求的不断升级和日益
丰富多元，就是企业战略转型致力的方向，就是
照亮建业人循道途中那束不灭的光。”

中国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幸福命题；以“互联网+”
为标志的服务业新动能不断增强，分享经济渗透
到交通、住宿、金融、餐饮、物流、教育、医疗等多
个领域；旅游、文化、养老、健康、体育等“幸福产
业”快速发展……营造丰盛、多元、缤纷的生活体
验，成为企业发展的全新方向。

早在 3 年前，建业便以深刻的战略研判和
先见，借助互联网思维之大势，开启战略转型的
帷幕。2015 年 6 月 6 日，建业新蓝海战略转型
发布会上，胡葆森以《同发展，共建业——以分
享之道，获共赢之果》为主题发表演讲，明确提
出：“2014 年作为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转型的
元年，如何转型从去年开始一直在困扰着整个
行业。建业正是顺着初心，找到了转型的方向，
而这个初心就是‘根植中原，造福百姓’的核心
价值观。”

26年以来，建业集团始终坚守在中原文明的
厚土上，怀揣理想主义，不断为河南人民营造幸
福生活方程式，是建业永远秉怀的信念。多位业
内人士表示，从“房地产开发商”到“新型生活方
式服务商”、从“让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到“让
河南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历经3年的创新开拓和
全新布局，“建业+地产、+文旅、+农业、+物业、+
商业、+教育、+体育、+酒店、+科技、+金融、+旅
游、+君邻会”的幸福生态系统已经清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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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濮阳国际杂技艺术节开幕

建业大集古镇

濮阳建业国际学校

本届艺术节最佳人气奖的杂技节目：美法
《双人单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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