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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香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发布《2021年春节长假旅游客流大数据报告》

春节长假，河南游客接待量位居全国第二

2月 22日下午，《中国旅游经济蓝皮

书（NO.13）》系列成果线上发布及研讨活

动在京举行。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在会上联合发布了《2021年春节长假旅

游客流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春节假

日7天，全国游客出游量同比增长达两位

数，呈现明显的全面复苏之势。广东省、

河南省、上海市、北京市、山东省、重庆市、

江苏省、天津市、浙江省、河北省位列游客

接待量的前十名。

全国第二，这是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运行以来，河南在这个榜单上取得的最

好成绩！

对于河南本次的“C位出圈”，中国旅

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却并不感到意外。他

说：“近年来，河南方面一直很重视文旅发

展，早在2020年 5月份，就开了全省文化

旅游大会，全面发动文旅行业的复苏振兴

工作。最重要的是，河南的文旅产品很丰

富，一批新的旅游项目立了起来。所以，

这一次成为全国第二，即是预料之中，也

在情理之中。”

的确，河南这个“绩优股”从 2020年

冬季已显出端倪。年末，一句“远赴人间

惊鸿宴，一睹人间盛世颜”让老君山走红

全网。春节期间，河南春晚的节目《唐宫

夜宴》“霸屏”多日，赢得人民日报等多家

央媒点赞。云台山、清明上河园等景区的

“欢乐年味”连上央视。河南的城市街区、

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点处处客流涌动。一

组数据令人振奋：河南共接待旅游人数

3400.68 万人次，比 2019 年春节增长

5.87%，旅游收入 147.59 亿元，恢复到

2019年春节的81.86%。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在当

天进行的圆桌论坛研讨中作了典型发言，分

享了河南抓住大众旅游和智慧旅游的时代

机遇，从旅游市场需求和旅游产品供给两端

发力，不断擦亮“老家河南”品牌的具体举措。

河南火了，为什么火了？是凭借什么

而火？缘何热点频出，强势出圈？

“和往年初三初四才到来的高峰期
不同，今年春节一上来就是开门红。为
大年初一这一天准备的汤圆，一上午就
卖光了。这可能和游客大部分都是本地
人，初一这一天不走亲戚，多了出游的时
间有关。”在清明上河园经营一家汤圆店
的老板很是开心。

这家老板的感受不无道理。
“客源构成方面，春节期间，游园的

客人，97%为河南本地人。”清明上河园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爽透露。

清明上河园的数据也与全国其他旅
游景区吻合。《2021年春节长假旅游客流
大数据报告》显示：今年春节，游客平均
出游的距离是 133公里。到了旅游目的
地，平均游憩半径7.6公里。

这两个数据与往年的春节相比，是
大幅度收缩的。这就意味着近距离出游
占据了主流。

我省正是充分抓住了这次机遇，释放
人口红利，引导旅游消费收到佳绩。全
省 451 家 A 级旅游景区“假日不打烊”，
225家景区向在豫过年的游客推出门票
减免或打折优惠政策。全省各地、各景
区多措并举，营造出“浓浓的年味”。大
宋中国年·开封城墙灯光秀刷屏央视；洛
阳龙门石窟景区用万盏红灯笼组成“龙
门福道”；清明上河园景区以“国潮中国
年”为主题，通过“百场演出、百万灯展、
百味小吃”为核心内容打造系列年文化
主题活动；芒砀山景区的汉服走秀、汉婚
礼展演、盘古舞等特色表演；新乡宝泉景
区的新春游园；老君山景区举行的“一起
包饺子”活动；浚县古城的非遗社火展
演、汉服大巡游、古风鼓舞、“北极灯光大
型秀”等特色活动,很好地提升了游客的
出游体验。

“最近流行一句话，叫‘吃有肉，住有
楼，还有闲钱去旅游’。”戴斌建议，河南
要紧紧抓住人口和城市化这两个红利，
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文化休闲产品。

今年春节，河南春晚的《唐宫夜宴》用
科技加创意来展示文化，让传统文化“活”
了起来，让现代科技亮了起来，全网累计
点击播放量超过了 52亿次。老家河南的
传统文化，以更炫的方式走进生活，焕发
新生，成为真正的顶级流量。

近年来，河南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甩出富
有历史文化气息、又为人们所喜爱的“王
炸”产品。

除了《唐宫夜宴》之外，建业华谊兄弟
电影小镇在大年初一推出的沉浸式剧目
《穿越德化街》也成了“爆款”。

“一场戏，看得我热血沸腾，看得我涕
泪纵横，《穿越德化街》弄嘞真不赖！”

“科技感强！震撼！感人！”
“第一次如身临战争现场，第一次被

漫天花灯包围。舞者们热情洋溢，让人仿
佛置身百老汇……”

2021 年的大年初一，《穿越德化街》

上演，依托郑州现代商业文化，创新的表
演方式，一直“C位出圈”。微博、抖音等
平台上，网友纷纷留言点赞这部“神剧”。

“一条德化街，百年郑州史。这个剧
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化街故事为背
景，一下就把人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家
国情怀交织的年代。”建业文旅运营公司
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孙喆说，“很多人专门
为观看这个剧而来，大年初一头一天，就
来了近 3万人。”

吸引人的是故事，打动人的是情感。
“《穿越德化街》的火爆和电影《你好，李焕
英》的走红不谋而合，都是用情感打动
人，赢得了文化认同。”孙喆表示，建业一
直在坚持对河南文化的深度挖掘，市场
也证明了这个路子是对的。再加上该剧
结合了戏曲、百脑汇的歌舞，通过电影中
的威亚、灯光等手段，让观众身临其境，有
非常好的体验感。

文化引领、科技赋能、“云游”河南。
这个春节，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春节期间
照常免费开放，河南艺术中心组织的大
型童话剧《小马过河》、功夫剧《少林武
魂》以及《京剧名家票友迎新春专场晚
会》等 演 出 ，充 分 满 足 游 客 的 文 化 需
求。“河南省优秀剧（节）目陪你过大年”
线上展播活动、全息互动功夫光影秀
《武韵》、平顶山宝丰马街书会等云产
品，让广大游客共享非遗保护成果，品
到了“云上”文化年。

《唐宫夜宴》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

在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夜幕降
临，好戏才真正上演。

100 多场演出精彩纷呈，喷空、曲艺
表演、巡游等，欢乐不断。大型猫主题的
灯展，吸引众多游客到此拍照。

“春节期间，晚上七八点在园人数还
有一万多人，在这里游玩聚餐。”孙喆说，
整个小镇就是个不夜城。

夜间经济“亮起来”，进一步激发了消
费潜力。文创集市、行浸式夜游正在成为
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力因子”。

郑州东部的电影小镇灯火通明，西部
的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也越“夜”越美
丽。总投资 560亿元、已投资 200亿元的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的 6大主体公园体
系初步完善，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节日
期间每天的旅游人数近 4万，收入达千万
以上。银基动物王国与银基冰雪世界闭
园时间均延时到晚上 7点，满足不同年龄
层人群的多重游玩需求。

用数字来赋能，用场景营造来带动
夜间经济的发展。同样炙手可热的，还
有位于近郊的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春
节期间，方特加开了夜场，每天营业到晚
上 9点半。方特还开通了市内通往园区
的公交车。春节期间，郑州方特旅游度
假区共接待游客量 11.56 万人次，同比
2019 年增加 6.37 万人次；收入 3311.06
万元，同比 2019年增长 2418.23万元。

“夜游有效延长了消费时间和空间，
拉动了消费，今年人均客单已提升达到
300多元。”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冯承键表示。

新项目新业态“一纸风行”，传统景区
亦新招儿不断。云台山、老君山、太行大
峡谷等一些传统山水景区尝试举办冰雪
节，补齐我省冬季旅游短板，呈现出“淡季
不淡、愈冷愈热”的景象，我省文旅开始唱
响“四季歌”。

绵延千米的峡谷内，晶莹剔透、洁白

无瑕的冰瀑，层层叠叠，造型各异。万平
雪场上滑雪、打雪仗、体验雪地摩托等冰
雪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这个春节，众多游客与云台山结下了
美妙的“冰雪奇缘”。春节期间，云台山共
接待游客 27 万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389.56 万元，分别比 2019 年春节增长
31.79%和 28.05%。与此同时，太行大峡
谷景区推出冬季“冰之语”活动，因其独特
的气候，景区内冰挂、冰河景观蔚为壮观，
吸引游客前往来一场冰的邂逅，为探冰而
来的游客达到景区游客人数的70%。

红旗渠景区《三个好铁匠》实景演出
赢得阵阵喝彩，演出由每天 4场增加到了
6 场，场场爆棚，观看人数达到 8000 人
次。

老牌景区清明上河园的餐饮、住宿、
购物等二消收入 763.98 万元，同比 2019
年增长 28.4%。《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大受欢迎。

“今年重渡沟景区推出了住民宿免门
票活动很实惠，我们全家就选择在栾川过
大年了。”游客张女士说。和张女士的选
择相同，今年“住民宿过大年”成为新时
尚。河南通过开展“民宿走县进村”活动，
推动一大批品牌民宿落户河南大地。春
节节日期间，香堤湾商隐小筑、云上院子、
山水隐庐、小有洞天、新县露营公园、西河
湾民宿群入住率都在 90%以上。民宿的
逐步完善也倒推着乡村旅游的火爆，新县
田铺大湾、洛阳倒盏村、栾川新南村、林州
市五龙石阵、鹤壁桑园小镇等乡村旅游
点，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栾川：持续做火冬游市场

春节七天假期，栾川县共接待游客
44.8万人次，综合收入 3.13亿元，较 2019
年同期分别增长 109.58%和 112.4%，整
个冬游季，高潮迭起。老君山金顶成为顶
流网红，还出现了“熊猫兄弟”“火车咖啡
馆”“重渡沟民宿”等网红打卡地，这些“网
红效应”迅速形成客流转化。

——新县：乡村休闲、户外游客占到
九成

全县共接待游客 23.13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15037 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 24.56%、37.97%。乡村休闲、户外运
动深受欢迎，约占全部游客的 90%。“回
老家、探亲友、住老宅、吃农家饭”成为节

日一大特色，“九镇十八湾”乡村旅游人
数持续增长，丁李湾网红桥日均游客量
超过 5000人次，杨高山、田铺大塆、郭家
河红廉文化园等“网红景点”均迎来客流
高峰。

——林州：乡村游人数占到一半
春节假期，林州市旅游市场迅速回

暖。假日期间乡村旅游人数突破 50万人
次，占到总游客人数的 50%以上。庙荒、
高家台、止方、魏家庄，日均游客突破 5万
人次。与此同时，任村盘龙山，临淇占元、
五龙中石阵、合涧肖街和八方农场、留林
生态园、茶马古道等特色生态园区也由冷
变热，游客络绎不绝。

旅游是个眼球经济，在宣传营销方
面，河南拥抱互联网，与头条、快手、哔哩
哔哩、小红书、携程等新媒体合作，不断
催热市场温度。和字节跳动公司合作第
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总传播量超
74 亿。和快手合作的“豫见快手·嗨在
洛阳”网红大会，相关视频播放量接近
41 亿。和携程合作的“老家河南·清凉
一夏”，总体曝光量已突破 5.4 亿。和腾
讯合作举办“老家河南·黄河之礼”，引起
广泛关注。市场热度有了，流量成功转
化为线下客流。在智慧旅游方面，达到
了“服务一张网、管理一盘棋、监测一张
图”的建设目标，让游客在河南“放心游”

“便捷游”。
春潮涌动，文旅复苏的动能在不断蓄

积。我省春节长假的“开门红”，为文旅行
业全面振兴、高质量推动文化强省建设打
下坚定基础。新风潮下，旅游已不仅仅局
限于游山玩水，每位游客都是美好生活的
体验官，未来，游在老家河南，将尽情体验
幸福家园的河南！时尚创新的河南！开
放文明的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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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火，火在“文化引领，新产品成为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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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火，火在“产品高端，夜经济表现抢眼”

河南火，火在“民宿吸睛，乡村游热度提升”

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的沉浸式演出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的夜游

清明上河园年味十足

“豫见快手·嗨在洛阳”网红大会

红旗渠景区《三个好铁匠》实景演出

老君山雪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