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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洛阳市举办首届河洛文化
旅游节，目的在于以“十一黄金周”拉动
洛阳秋季旅游市场。据悉，今年十一假
期，洛阳市游客接待量超628万人次。

国庆节、河洛文化节，“双节”叠
加，假日景区火爆的背后，是“旅游+
惠民”的持续发力。

洛邑古城、倒盏民俗文化村等景
区“零”门票；龙门石窟、小浪底景区门
票降价；龙峪湾、西泰山等景区推出门
票半价活动；黛眉山、灵山寺，针对部
分人群免票、打折……旅游优惠诚意
满满，旅游门槛一再降低，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激发了游客旅游热情，催旺
了旅游市场。

跳出“门票经济”，新时代的洛阳
旅游呈现新格局。

近年，洛阳市“以节惠民”重磅举
措不断，从去年牡丹文化节推出“旅
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不收费、餐
饮住宿控涨幅”等惠民举措，到河洛文
化旅游节“景区免费或半价，环城高速
免费通行”等，再到今年牡丹文化节的

“5+1”惠民政策，洛阳“以节惠民”的内
涵不断丰富，直接带动了文化旅游人
气的“爆棚”，在市民和游客中留下了
好口碑。

不因循守旧，不固步自封，洛阳用
细节刻画城市，用惠民传递温度。

依托河洛文化旅游节与文化旅游

产业博览会的“节会新组合”，全民共
享惠民“蛋糕”；栾川、嵩县“高速免单”
持久发力，“一元午餐”一夜爆红，成为
旅游“爆品”，让“远者来”“近者悦”，洛
阳正用高质量文化旅游供给增强人们
的获得感、幸福感。

文化旅游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
日。加快旅游产业由“老三篇”向“新
三篇”、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
由“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型，一
幅“古今辉映”“诗和远
方”的新画卷正在河洛大
地上徐徐展开。③8

走进新时代，人民群众从“物质
文化需要”转向“美好生活需要”，从
单纯观光到全域旅游，从“到此一游”
到“深度文化体验”。

首届中原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如
期举行，将文化基因注入旅游资源，让
静态的历史文化在旅游产品中活化，
在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的同时，催
生新业态，实现文化旅游“1+1>2”的
带动效应。来自俄罗斯、法国、美国
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家国际
采购商与中原地区100余家企业洽谈
对接，达成合作意向36个，总金额4.3
亿美元。

与此同时，在文旅融合的大背

景下，博物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
的长假“旅游目的地”。今年国庆节
前，由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精心
策划的“研学洛阳，读懂中国”旅游
线路“吸粉”无数，洛阳博物馆、天子
驾六博物馆等研学游景点广受游客
青睐。

留住老洛阳的“底片”，建好新洛
阳的“客厅”。

志在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
洛阳，不再满足于依赖龙门石窟、关
林、白马寺文化旅游“老三篇”，而是
积极创新发展思路，加快实现洛阳旅
游向以博物馆之都、二里头遗址博物
馆、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等

为代表的“新三篇”的转变。
近年来，洛阳深入挖掘特色文化

资源，把历史活化为故事、把资源转
化为优势，推动文化、文物与旅游、科
技、体育、创意等深度融合，加快推进
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洛阳
市站位全局，今年 5月，印发《洛阳市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提
出到2020年，实现“旅游治理规范化、
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参与全民化、
旅游效应最大化、旅游发展全域化”
的目标，将“全域旅游”确定为新时期
洛阳旅游的发展战略，加快由“旅游
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文旅融合 激发全域旅游新活力

“双节”引力 擦出惠民利民新“火花”

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是省第十
次党代会赋予洛阳的战略定位之一。

同时，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隋唐
洛阳城遗址整体保护，专门设立大遗
址保护展示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隋唐
洛阳城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规划建设
国家历史文化公园。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说，
要坚定文化自信，着力推动文化旅游
产业由“老三篇”向“新三篇”、由“门票
经济”向“产业经济”、由“旅游城市”向

“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着力打造洛阳
文化旅游“升级版”。

加快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洛
阳明确提出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
并将其列入“9+2”工作布局这一洛阳

“十三五”发展的顶层设计之中。
进入“十三五”以来，洛阳市用抓

文化的理念抓旅游、用抓旅游的方法
抓文化，着力加快文旅融合步伐，积极
发展智慧旅游、全域旅游，为节会活动
注入了新活力，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
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

保护固态、传承活态、发展业态，
文化传承创新的思路越发清晰！

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以历史

文化和山水资源为依托，以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为核心，以文化旅游产
业园区为载体，以重大项目建设为基
础，提升品牌，强化支撑，推进融合，全
力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促进洛阳
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大提升、大发展。

精谋实干，功不唐捐。5家 5A级
景区、18家 4A级景区、18家 3A级景
区，“中国城市国际影响力20强”“‘一
带一路’旅游推广城市TOP10”“国际
知名休闲旅游胜地”……一个个高辨识
度的荣誉，是给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
日益提升的洛阳最好的注脚。

丝绸之路东方起点、隋唐大运河中心、五大都城遗址汇聚于此——十三朝古都洛阳，一座底蕴深

厚、名重古今的文化名城；一座风光秀美、独具魅力的旅游名城。

“满眼生机转化均，天工人巧日争新。”改革、开放、创新，40年只争朝夕，古都洛阳焕发新生

机，“河洛文化”的“招牌”越发鲜亮，“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深入人心……

近年来，洛阳，因花而名，因花而兴。一朵花开启一场盛会，一朵花成就一座城市。

一个古今辉映、现代工业与古都文化交融的城市，正大步迈向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书写着新时代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篇章。

绘就“诗和远方”新画卷

理念引领 打造旅游名城新名片

文/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刘梦刚 王雪娜

书香溢满洛阳城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吐故纳新、转型攻坚过程中的精神原动力。标准化、均等化的

公共文化服务将为城市“蝶变”提供有力支撑。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战略部署和

十九大精神，积极推进“书香洛阳”建设，通过完善服务场所、创新运营模式、构建服务体系、营造浓厚氛

围，加快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致力打造“15分钟阅读文化圈”，掀起新时代全民阅读新热潮。

洛阳，自古就是一座崇文尚学
的文化名城，文脉绵绵不绝，书香代
代相传。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指
出，要加快“书香洛阳”建设步伐，持续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以高质量文化供
给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洛阳市高度重视“书香洛阳”建
设工作，先后推出了全民阅读、农家

书屋、城市书房等一系列文化惠民
举措。

目前，全市各县（市、区）均建有
图书馆，市、县两级图书馆总分馆制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全部配备了流
动图书服务车。

全市建成农家书屋 2977个，基
层阅读活动蓬勃开展，“书香洛阳·少
年传承中华美德”少儿阅读年系列
活动、“书香洛阳·河洛诗词大会”、
少儿阅读“萤火虫系列活动”、少儿
阅读“789阅读推广联盟”、“经典诵

读大赛”等品牌阅读推广项目影响
广泛。

根据《“书香洛阳”建设提升方
案》，2018年年底前洛阳市将力争建
成 100 座城市书房，其中中心城区
不少于50座。

这些点缀在公园、广场、商场、
学校、企业的城市书房，将与全市各
级公共图书馆、社区书房、流动图书
车等共同形成一张巨大的“书香
网”，打造 15分钟阅读圈，让阅读融
入生活，让城市散发书香。

“请刷读者借阅卡，请输入借阅
卡密码，请把图书放置在扫描区，借
阅成功！”随着机器的提示音，不到
20 秒，两本图书就自助借阅成功。
在洛阳市西工区上阳宫城市书房，
记者分别体验了一下自助借阅机和
自助还书机，操作简单，非常方便。

“城市书房是一个能让人静心
学习、阅读的地方，坐在这里，喧闹
的世界仿佛离我们而去，你只需要
徜徉在书海里。”市民王嘉合轻声说
道，门外喧闹，门内静谧，城市书房
宛如闹市里的一股清流。

2018 年年初，洛阳市将城市书
房建设工作列入全市重点民生实事

强力推进，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统一管理”的模式，在人口密集、
交通便利的区域或公共场所，建设

“河洛书苑”城市书房。
“全民阅读是一个长久的文化

工程，需要更多的文化交流、文化普
及和社会支持。”洛阳市文广新局负
责人说，城市书房建设初期，相关部
门组织人员到苏州、扬州等地学习
考察，针对城市书房规划、选址原
则、建设标准、设备图书配备和开放
管理制度等方面，反复讨论，结合洛
阳实际，实现城市书房“连锁”运营、
图书通借通还，并将这些城市书房
命名为“河洛书苑”。

为了方便群众，洛阳市所有城
市书房与各级公共图书馆、流动图
书车实现通借通还，市民“一卡在
手，全市借阅”。有了智能化的自助
借阅设备和门禁设施，即使无人值
守，城市书房也可实现 8时至 24时
正常运转。

截至9月底，洛阳市已建成并投
入运行“河洛书苑”城市书房 33座，
中心城区城市书房藏书总量高达
20.7万册、报刊种类492种。

如今，“河洛书苑”城市书房，已
成洛阳市的“精神地标”和广大市民
的“精神文化粮仓”。

器乐演奏《锦绣河洛》、对口快
板《婆媳亲》……夜幕降临，洛河边
微风习习，秋意正浓，市民在洛浦公
园西苑桥东侧大门前，兴致勃勃地
欣赏演出。

这是由洛阳市专业院团、文艺
志愿者、高校艺术生等组成的“红色
文艺轻骑兵”带来的精彩演出。今

年8月起，这支队伍在每
周五、周六晚分赴洛阳
市区8个公园广场，开展
2018“河洛欢歌·文化惠
民演出”活动。

群众需不需要、满

不满意，是评判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的重要标准。近年，洛阳市坚持需
求导向，积极推动公共文化产品和
服务由“政府端菜”向“百姓点菜”转
变，让“文化大餐”更可口更丰盛。

春有牡丹文化节“河洛欢歌·广
场文化月”，夏有“红色文艺轻骑兵”，
秋有河洛文化旅游节、河洛大鼓艺术
节，冬有“双节”和“中国梦·基层行”
群众文化活动……“河洛欢歌”系列
群众文化活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
成为贯穿全年的文化活动品牌。

同时，“经典诵读大赛”“书香洛
阳·少年传承中华美德”“书香洛阳·
河洛诗词大会”等文化项目开展得

如火如荼。
文化惠民，要搭好台，更要唱好

戏。想让好戏常演不衰，不能光靠
“送”，还要靠“种”。

有场地、有器材、有服装、有道
具，越来越多的村民自发组成文艺
团队，把一大批强信心、聚民心、暖
人心的文化节目送进千家万户，共
同汇聚起汩汩流淌的文化之流。

当下，标准化、均等化的公共文
化服务润泽着河洛大地、城市书房
渗透到城市的毛细血管，文化惠民
的红利充分释放……一幅文化发展
的壮丽蓝图正徐徐展开，延续好千
年古都的翰墨书香。③8

文化供给质量高 古都满城飘书香

城市书房读书“热”全民阅读“不打烊”

文化“大餐”百姓点 收获满满幸福感

文旅融合谱新篇

免费开放的城市书房添香古都。 王以震 摄洛阳兴洛湖公园秋色如画，诗意盎然。 曾宪平 摄

文/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路毅 王雪娜

2018年世界古都论坛在洛阳举行。 王以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