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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文旅融合 书写“诗和远方”新篇章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孟夏时节，万物并秀。

5月 16日—18日，在文化和旅游

部主办的亚洲文化旅游展上，虎虎生威

的少林小子技惊四座，精彩绝伦的功夫

表演成为全场的焦点……“天地之中·
功夫郑州”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令世界

为之瞩目。

文化和旅游相伴相生，诗与远方交

相辉映。站位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关键时期，郑州市加

快文旅融合步伐，助推全域旅游跨越发

展和文旅产业转型升级。让文化旅游

“美”起来、文旅品牌“亮”起来、文创资

源“活”起来，文化旅游业正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亮丽名片，装扮着新时代更加出

彩的魅力郑州。
少林功夫少林功夫 虎虎生威虎虎生威

郑东新区 精彩绽放

郑州园博园 绿意盎然

黄河岸边黄河岸边 炎黄二帝炎黄二帝

今年 1月 25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正式挂牌成立，“诗和远方”从此牵手前行。

放眼天地之中，一幅文旅融合的新画卷
徐徐展开——

在这片沃土，灿烂悠久的文化深深地印
在城市的血脉里。中华文明在郑州奠基、泱
泱“中国”从郑州源起，郑州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商都文化、黄
河文化、嵩山文化、黄帝文化、革命传统文化
等滋养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在辉煌的历史文
化之上，世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建筑群、
神奇的少林功夫、千年流淌的黄河等，奏
响了文化与旅游交融的乐章。加快建设
华夏历史文明创新区，推进商都历史
文化区、古荥大运河文化区、百年德
化文化复兴、二沙文化创意园等文
化片区建设，充分展示着郑州的
人文城市内涵，诉说着郑州精彩的
现在和可期的未来。

文旅融合铺就诗与远方之路，历
史的文脉为郑州旅游业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漫步城市街头，绿树环抱的公园、文化
氤氲的图书馆、独具风格的商业街等巧妙相
融，打造出与众不同的城市公共艺术文化空
间。走进方特欢乐世界，游客们既可以体验
高科技带来的刺激，又能感受到动漫文化、传
统文化的无限精彩。每当夜幕降临，《禅宗
少林·音乐大典》如约而至，那少林武僧的
禅武演绎、春夏秋冬的景观变化、直指心
性的佛乐禅音，合成了中岳嵩山辉煌的
交响曲，震撼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文化是发展旅游的根脉，文化
兴则旅游旺。下面一组数据足以
让人兴奋：目前郑州市规模以上
文化企业 556家，文化及相关产业
增 加 值 340 亿 元 ，占 全 省 总 量 的
25%；全市旅游企业1500余家，A级景
区40家，星级饭店83家，旅行社304家，
导游近 3 万人，约 150 万旅游从业人员。
2018年，郑州市旅游总收入突破1300亿元，
旅游接待总人数突破1.15亿人次。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作为郑州市“五大战
略支撑产业之一”的文化旅游业，已成为郑州
市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
撑力量。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
旅，以旅彰文”的工作思路，郑州正以文化提
升旅游的内涵品质，以旅游促进文化的传承
弘扬，书写“诗和远方”的新篇章。

追寻着初夏的暖阳，热火朝天的开发
建设场面扑面而来——

郑州大剧院、市民活动中心、美术馆等
“四个中心”文化场馆即将成为新的文化地
标；郑州方特欢乐世界、二七区樱桃沟建业
足球小镇建成投用；“只有河南”、宋城·黄
帝千古情等加快推进；伏羲山旅游区、郑州

中华复兴之路主题公园、建业华谊
兄弟电影小镇、海昌极地海洋公
园、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浮戏
山旅游综合体、五云山生态公
园等进展顺利；中牟县雁鸣蟹
岛、新郑泰山村千稼集等乡
村旅游蓬勃发展……一
个个文旅融合的“大手
笔”相继落地开花，助推

着郑州由景点旅游向全
域旅游迈进。

融则双赢，合则两利。
在文旅融合的进程中，一个个

重点项目如转型发展的神来之笔，为全
域旅游这艘巨轮增添了强劲动力。

郑州市依托“一城两带五大组团”空
间结构布局，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实现黄
河文化旅游带和南水北调生态旅游带两
带联动，推动以巩义、登封、新密、新郑为
核心的华夏文明体验组团，以登封为核心
的少林功夫体验组团，以中牟为核心的时
尚文化创意休闲组团，以贾鲁河、东风渠、
古荥大运河为依托的城市滨水慢享休闲
组团，以嵩山、伏羲山、青龙山、五云山为
重点的山地生态休闲度假组团这五大特
色旅游组团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

我们欣喜地看到，嵩山少林寺景区、
黄河风景区、黄帝故里、康百万庄园等传
统景观展露新颜；园博园、中原福塔、绿博
园、方特欢乐世界等新兴景区再增亮色。
巩义慈云小镇、登封天文小镇、新密轩辕
圣境小镇、新郑红枣小镇、荥阳樱花小镇、
中牟电影小镇、二七智能制造小镇、惠济

运河小镇、经开区普陀小镇等呼之欲出，
装点着宜游、宜居的郑州。

恰如一幅钟灵毓秀的风雅画卷，游客
来这里寻觅“诗和远方”，居民们诗意栖居
在当下。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
带来惊喜。随着全域旅游智能体验端口“码
上游郑州”小程序上线，只需轻点手机，吃、
住、行、游、娱、购一站式服务全部搞定，专业
语音讲解、720°VR尝鲜游轻松实现。

与此同时，登封市、新郑市、荥阳市、
新密市、中牟县、金水区、航空港区、上街
区等县（市）区文化场馆建设快马加鞭，让
郑州全域“颜值”不断提升。

今年，郑州还要引进 10台精品剧目，
为群众免费演出；要组织 1200场文艺演
出，建设 100 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成50处城市书房、80座A级旅游厕
所、15个县乡文化馆、图书馆分馆，让百
姓在满眼绿色中尽享幸福生活。

文旅融合发展
创新发展新格局

坚定文化自信 叫响出彩新名片

郑州方特郑州方特 生产快乐生产快乐

文旅项目加速 激发全域新动能

得中原者得天下，游中原者知
中华。郑州别出心裁地开展多样
营销宣传活动，展现文化旅游
的独特魅力，吸引着海内外八
方游客纷至沓来。

在通向国际的大舞
台，千年古都的国际“朋
友圈”越来越大。紧抓

“一带一路”机遇，郑州
着力开发欧洲、日韩、东

南亚、澳新及我国港澳台等
重点入境客源市场，为中心

城市建设插上了奋飞的双翼。
围绕“天地之中·功夫郑州”

的定位，郑州集中打造中国功夫体
验游、华夏文明探源游、黄河文化风

情游三条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引领更加开
放的大都市。目前，“中国·郑州少林功夫
旅游推广中心”在俄罗斯莫斯科设立，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少林武术节、国际

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中国首届考古学大
会、杜甫诗歌文化节等国际旅游节会影响
深远，功夫之都分外出彩。

文化和旅游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传
播先进文化桥梁。郑州以多种推介会、主
题活动、研学游等形式推广传承优秀文
化，努力讲好“郑州故事”、传播“郑州声
音”，增强文化自信。

春节前夕，“郑州黄河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协作体”成立，全新的黄河文化旅游
名片日益闪亮。5月 19日，“一带一路游
巩义·杜甫故里学古诗”研学活动举行，来
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06名留学生
喜聚诗圣堂前，合唱“春夜喜雨”。穿行于
嵩山少林景区、黄河风景区、绿博园等景
区，文化和旅游因研学旅行紧密携手。

有功夫，到郑州！“天地之中·功夫郑
州”炫动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郑
州文化旅游推介会开到了合肥、南京，独
特的文化旅游产品令人陶醉。方特《水漫

金山》科技演绎、VR、AR技术看国宝……
旅游业因文化创意被赋予了持久的吸引
力和生命力。

花样节庆活动引来“人财两旺”。春
日，赏花地图缤纷出炉，环翠峪杏花节、青
龙山慈云寺桃花节、新密市油菜花节、孤
柏渡樱花节、绿博园万花节等此起彼伏，
构成了绿城的“花花世界”。接下来，郑州
推出端午文化旅游盛宴，新密美食节、方
特水上世界暑期狂欢激情来袭，再掀文化
旅游热潮。

用文化元素扮靓旅游景点，用文化作
品推介旅游产品，用旅游产品凝集文化精
品……文化和旅游携手共融，让文化变得
更有活力、让旅游变得更有魅力。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催人奋
进！踏着文化和旅游相融相促的节拍，搭
乘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快车，“天地
之中·功夫郑州”正挥动巨笔，书写着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壮美篇章。杜甫故里杜甫故里 研学旅行研学旅行

三月初三三月初三 祭拜轩辕祭拜轩辕

龙舟粽子团圆乐,碧艾香蒲处处忙。

端午小长假期间，郑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协同各大文化旅游景区为您备好

了端午文化旅游盛宴。赛龙舟、包粽子、

品 山 水 …… 一 系 列 特 色 活 动 和 优 惠 措

施，让您在端午小长假里放飞心情，享受

美好时光！

巩义市

●浮戏山雪花洞端午辟邪送好礼
●竹林长寿山万人粽子宴
●杜甫故里背杜诗、免门票活动
●康百万庄园“浓情端午·吉祥五彩”活动

登封市

●嵩山景区“印象少林”大型武术迎宾仪
式、“英雄少林会”室外武术表演

荥阳市

●古柏渡飞黄旅游区“粽情端午·挑战吉
尼斯”主题活动
●2019黄河塬露营电音狂欢节

中牟县

●方特欢乐世界熊熊运动会
●方特梦幻王国国学课堂
●方特端午民俗会

航空港区

●“诗画园博景 粽香端午情”主题活动
包括划龙舟表演、汉服游园、礼赞屈

原节、汉风集市、“吃粽子、品黄酒”体验
活动等

郑东新区

●河南省第八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
活动时间：6月22日、23日

经开区

●中原福塔“学国学、诵经典、免费抽奖赢
门票”活动

惠济区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百贤祭祖》《桃
园三结义》演艺活动免费观看
●惠济区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暨民间
民俗文化展演活动
●绿源山水农场采摘节

此外，荥阳市古柏渡旅游区、新密神
仙洞景区、巩义青龙山慈云寺景区、荥阳
塔山旅游度假区等均有门票优惠。新郑
博物馆免费开放，免费讲解。

端午粽子飘香
文旅活动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