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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以功夫为切入点，
河南向保加利亚、比利时、爱尔兰游客推出了四条
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了河南最精华的篇章。分别
是中国功夫体验旅游线、中国古都文化旅游线、黄
河-丝路文明旅游线、中原山水休闲旅游线。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个在河南。”这样的地位
和分量，让现场观众不由得为之一震，仔细倾听：

“洛阳龙门石窟是中国最大的皇家石刻艺术
宝库。每年 4月 10日至 25日举办洛阳牡丹文化
节，满城盛开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的牡丹。”

“开封在 1000年前曾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
都会。每天晚上，可欣赏震撼的大型实景演出《大
宋·东京梦华》。”

“安阳的甲骨文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之一。”
“郑州是世界上最早拥有规划和城垣的城市，

河南博物院有着数不胜数的珍贵文物。”
河南厚重的古都文化令现场观众非常着迷。

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赵莉带到现场的旅游
路书、洛阳牡丹真丝围巾、牡丹画等旅游礼物大受
欢迎，“遭遇”哄抢。

除此之外，河南的奇山丽水也同样勾起游客
的极大兴趣。云台山、白云山、黛眉山、万仙山

“挂壁公路”、三门峡天鹅等一一闪现。其中，焦作
云台山独特的峡谷奇观，每年接待游客 500多万

人次，备受关注。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
马春明每到一处，都被热心同行“包围”，追问不
停。

爱尔兰旅游部旅游营销政策办公室主任席思·
奥康纳说：“我对河南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丝
路，黄河，我真想沿着这条线路到河南走一走。”

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共享发展成果，成为
多国共识。中国与保加利亚、比利时、爱尔兰三国
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景。随着

“一带一路”的催热，很多人期待到更远的地方去
看一看。保加利亚的玫瑰节、比利时布鲁塞尔黄
金广场和“小尿童”于连、爱尔兰的莫赫悬崖及健
力士啤酒工业游，也成为当地推介给河南游客的
必游项目。

在比利时，河南省嵩山少林寺武术馆馆长焦
红波和比利时快乐健康协会会长托马斯·罗兰特
先生签署《关于在比利时设立河南省嵩山少林寺
武术馆分馆的合作意向书》。

本次欧洲之行，河南省中国旅行社、河南职工
国际旅行社、中州国际旅行社、郑州海外国际旅行
社、易美国际旅行社、新密伏羲山景区等单位负责
人，与当地旅游业界进行了热烈互动，双方就如何
推进功夫走进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如何让更多的
比利时民众畅游河南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河南省旅游局赴保加利亚、比利时、爱尔兰旅游推广活动成功举行，刮起“中国功夫”旋风——

功夫的故乡 迷人的地方 人人都向往

□本报记者 刘春香

10月 18日至 27日，河南省旅游

局赴保加利亚、比利时、爱尔兰等三

国，开展旅游推广活动，在世界舞台

上展现河南风采，加快河南对外开放

步伐。每到一处，河南代表团刮起

“中国功夫”旋风，古都文化和奇山丽

水也得到广泛认可和热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0月 20日，

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地

方领导人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

亚举行。与会代表就农业、旅游、工

业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河南代表团以“用旅游架起友谊的桥

梁”为题，为到会的 600多位中东欧

16国政府代表、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地

方政府负责人等，分享了河南旅游业

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当天进行的

中保文化交流环节，中国部分全交给

了河南。河南省旅游局带来的《少林

武魂》剧目、太极拳表演，与保加利亚

传统歌舞同台演出，交相辉映，令现

场观众掌声雷动。

本次推介，进一步扩大了河南旅

游在欧洲国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

一步打造了中国功夫的旅游名片，在

传播中增加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成

为“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新

亮点。

融入“一带一路”讲好河南故事A

德国人 MARIO，有个非常“陈家
沟化”的名字陈善德，名字是师傅太极
大师陈正雷亲自给起的。“师傅希望我
做一个善良又有德行的习武者。”MA-
RIO对这个中文名理解得很透彻。

1996 年，时年 20岁的 MARIO 看
了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太极张三丰》。

没想到，一部电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
迹，迷上了中国功夫。在郑州跟着陈正
雷学习了三年，除了武功的精进，他体
会到更多的是功夫带给自己为人处世
方面的变化：“学拳之前，我是个很害羞
的人，太极给了我自信，让我更放松，读
懂了自己，也更容易理解别人，并从中
找到平衡。”

10 月 22 日，MARIO 专门驱车四
五个小时，从德国赶到布鲁塞尔与师兄
陈斌相见。“如今，我们在一起就像亲人
一般，凡是和中国有关的东西我都觉得
亲切，觉得和自己有关系”。因为太极，
陈善德深深地爱上了陈家沟，爱上了中
国，“郑州的烩面、开封的小笼包、糖醋
里脊，我做梦都想着呢。”陈善德已经是
一个彻底的功夫迷，河南通。

“一带一路”倡议中，旅游正成为国家间最友
善最和谐的交往方式。农业和旅游，是中东欧国
家同中国进行合作最具潜力的一方面。中国赴中
东欧国家旅游人数已经从几年前的 20多万剧增
到目前的100万人次。其中，北京、四川、河南等省
市与中东欧国家的人文交流红红火火。

借助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地方
领导人会议这样的高层平台，河南顺时而为，推介
加展演轮番上场，作为中华文明之源、功夫之源的
概念再度被强化。

同时，作为一亿人口的大市场，河南成为各国
重点关注的中国省份。保加利亚旅游部副部长坎
切夫表示，将尽快在河南成立信息中心，推广保加

利亚资源。保加利亚有玫瑰花，河南洛阳有牡丹
花，坎切夫与省旅游局负责人约定，将以花为媒，
尽快促成保加利亚推广中心在河南的落地与运
营。

和保加利亚一样，比利时、爱尔兰两国旅游部
门负责人也均表示，非常重视中国旅游市场，希望
有更多的河南游客到访。“2017年，9万中国游客
到了爱尔兰，同比增长了 43%。我们已经充分认
识到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重要性，已经开通了北
京、香港到都柏林的航线。”爱尔兰旅游局亚洲市
场总监奥拉·豪威尔表示，2019年，爱尔兰的推广
预算将增加26%，其中大部分投放在了中国，希望
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到爱尔兰，互动交流。

“中国功夫”“武”动欧洲B

本次三国推介，“中国功夫”大放异彩。举世
闻名的少林功夫，发源地就在河南嵩山脚下；享誉
世界的太极拳，发源于河南的陈家沟。虽是短短
的两句话，却充分彰显了河南在中国武术界的根
源地位。对于习练少林拳和太极拳的“洋弟子”而
言，河南就是功夫的寻根圣地。对于首次接触功
夫者而言，功夫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与震撼力非同
寻常。功夫带给人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身心愉悦也
更加深入人心。

10月 20日，保加利亚索非亚。
“整场演出太棒了，让我感觉到特别神奇。”

保加利亚欧盟轮值主席国事务部部长帕弗洛娃表
示，自己知道，此次演出的《少林武魂》已经在全球
进行了500多场，是中国文化出口重点项目。能在
索非亚当地看到这么原汁原味的表演，令人振奋。

神奇！震撼！热爱！是不少观众共同的感受。
“今天的表演不可思议，在肚皮上吸个碗就能

把人吊起来，用个针就能把玻璃打穿，天啊，他们
是如何做到的？”观众索菲亚惊叹不已。

“我已经到过少林寺 5次了，那是一个去了还
想再去的地方。”观众玛里亚纳表示。

同时，与通常大家看到的仅有武术表演不同
的是，《少林武魂》剧目还重在以情动人。此台剧
目由河南省嵩山少林寺武术馆打造，描述了在一
次战乱中，一对母子失散后，幼儿慧光被少林武僧
救起，习武成长以及母子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
剧目以细腻动人的情感故事，串起了少林武术中
的禅拳、器械、内功、技艺等，使艺术观赏性与功夫
震撼性有机融合在一起。尽管语言不同，但在母
子相认等感人环节，仍然令不少保加利亚观众泪
光盈盈。

当天，还有另外一个热词，就是太极。陈氏太
极拳第十二代传人陈斌，带着他的保加利亚洋弟
子，进行了精彩演绎。

参演的拳友普拉基米尔表示：“ 对于一个练
习太极拳的保加利亚人来说，河南陈家沟，是心中
的朝圣之地。这次能有机会与陈氏太极拳传人一
起参演其中，感到非常自豪。”

据悉，仅在索非亚，习练太极拳者就有几千人
之众，少林功夫武馆也开设得越来越多。

10月 2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河南推介团以“功夫”为主题，搭建起连接中

比之间的文化纽带、友谊纽带，展现出鲜明的中国
风格和河南魅力。观众纷纷表示，河南省是中国
的文明之源、功夫之源，还有那么美的山水奇观，
一定要去看看。

当天的推介会，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姜继鼎带
来了“功夫”的三张亮丽名片：禅宗祖庭和少林功
夫的发源地少林寺、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濮阳杂
技《水秀》。当了解到有太极拳第十二代传人陈斌
亲自演练，还有来自嵩山少林寺武术馆的精彩展
示，比利时不少习拳者从各地早早就来到现场，抓
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交流学习。太极拳“洋弟子”从
德国、荷兰等国分别赶到比利时，向师傅讨教“秘
籍”。尽管语言不通，肤色不同，但只要一说起功
夫，一摆开架势，一双双黑色的、蓝色的眼睛，都同
时亮起会意的眼神。

当天，中外功夫高手同台演练，共同享受功夫
带来的健康和快乐。行云流水的太极拳、生动可
爱的猴拳、虎虎生风的棍术，给观者带去强大的
震撼力和感染力，让现场响起一阵又一阵的叫好
声。“太棒了”，9岁的奥若弗刚刚学拳不到一年，看
到师傅们的高超武艺，拍红了小手掌。奥若弗的
爸爸说，已经为孩子做好到河南出游的计划，等到
他 12岁能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时，一定去河南
来一个功夫之旅。

10月 25日，爱尔兰都柏林。
陈氏太极拳传承人王海军为一众太极拳洋弟

子“正架”“捏架”，让大家体会到了什么叫正宗，现
场观众都舍不得放下手机，咔嚓不停、录像不停。

如今，中国功夫在欧洲的传播日趋广泛，深入
民心。禅宗祖庭少林寺、太极圣地陈家沟已经成
为欧洲人到访中国、体验功夫的两处必访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开始喜欢你的文化，你就开始
拥有了谁。因此，功夫，已经成为河南打开国际市
场、赢得国际游客的重要渠道。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C

中国功夫在欧洲·洋弟子的故事

普拉基米尔:

“陈家沟，是我心中的朝圣之地”

“对于一个太极拳人来说，河南陈
家沟，是我们心中的朝圣之地。”43岁
的普拉基米尔，是保加利亚人，痴迷太
极拳已经 26年。虽然从未去过河南，
但对太极拳的源头陈家沟，一直充满着
向往之心，朝圣之情。

太极拳源远流长，陈家沟陈氏九世
祖陈王廷依据祖传之拳术，博采众家之
精华，结合太极阴阳之理，参考中医经
络学说及导引、吐纳之术，创造了一套
具有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拳术运动，
成为太极拳的鼻祖。如今，全球习练者
已经有 3亿多人。太极拳经其传人再
创新，形成了陈氏、杨氏、武氏、吴氏、孙
氏以及和氏等诸多流派。天下太极是
一家，对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的共同情
感毋庸置疑。

10月 17日，我们在普拉基米尔开
设的“乌龙武术馆”见到他时，他已经和
拳友皮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摩拳擦
掌，要向来到武术馆指导的陈氏太极拳

第十二代嫡宗传人陈斌好好请教一番。
“听到他要来，我简直要惊呆了”。

让普拉基米尔感到惊呆的陈斌，虽然与
其从未谋面，但大名却如雷贯耳。普拉
基米尔的师父王海军，与陈斌同出一
脉，是陈斌的父亲陈正雷大师的大弟
子。如此算来，陈斌也算是普拉基米尔
的师叔了。

话不多说，机会难得，马上开练。
“松垮下沉”“锅底弧”“发力”！
一番演练和指导之后，普拉基米尔

和皮特都表示，师叔在细节上的强调和
指点，让自己感觉又像回到了初学时期
一样。但这对于一个已经演练了几十
年的习拳者来说，非常重要，可以慢慢
体会，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大的飞跃。

同样感到惊呆了的还有陈斌，“这是
正宗的陈正雷太极体系拳法，没有想到
保加利亚这两位拳友练得竟然那么
好。”

普拉基米尔说，在保加利亚，粗略
估计，学拳者约几千人之众。近四五
年，“一带一路”“16+1”“马云”“微信”

“支付宝”“功夫”等中国元素，均已成为
保加利亚人口中的热词。伴随着这样
的时代大背景，自己开设的“乌龙武术
馆”近几年也迅速火了起来，越来越多
的人来在武馆，学习太极拳，感受太极
带给人的健康和快乐。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太极，我的生
活会是怎样。”如今，太极已经深深植入
到普拉基米尔的生命中。

瓦尔特·托克：

“功夫不仅仅在电影中，也在比利时人的生活中”

“年轻人，欢迎你们都上来，一起推
我。”67岁的瓦尔特·托克不服老，当场
向年轻人叫板。4个年轻人一起推，他
还真稳稳的立住了。这是 10月 22日，
发生在布鲁塞尔河南旅游推介会上的
有趣一幕。

让老瓦尔特·托克有底气的，是他
已经练习了30多年的中国功夫。1987
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街头看
到有人习练太极拳，太极的神韵，让他

感觉不可思议，等再接触到少林拳，又
感受到另一番强烈的震撼力，这让他果
断地放弃了之前练习的空手道，转而开
始习练太极拳和少林拳。“中国功夫有
很大不同，囊括了一切，器械、擒拿、哲
学等包罗万象。”

为了学拳，瓦尔特·托克没少花钱，
多次自费从比利时往返河南学习提升，
成为嵩山少林寺武术馆馆长焦红波的
学生。如今他自己也成为中国功夫的
推广一员，办了武馆，尝试用西方人的
思维推广功夫。为让更多人相信功夫，
体会到功夫的好处，他带着学生在自家
花园演练，以引起人们关注和好奇，吸
引来的学生从几岁的孩童到六七十岁
的老人都有。“功夫不仅存在与电影中，
还要活化在比利时人的生活中，这样才
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目前，瓦尔特·
托克已经成为中国功夫文化的忠实传
播者。

MARIO陈善德：

太极给我了自信，也让我更放松

从左到右依次为：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上，上演的太极拳表演、《少林武魂》剧目、保加利亚传统歌舞。

少林绝活

陈氏太极拳传承人王海军为洋弟子传授技艺

《少林武魂》演出赢得观众热烈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