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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三门峡“一节一会”活
动中，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带来了
欢乐喜庆氛围，呈现出热在基层、
热在群众的生动局面。在节会宣
传中，今年采取了全媒立体传播，
收获了良好效果。

唱响黄河系列进行社会化传
播，为今年三门峡“一节一会”搭建
三个互动话题，目前话题阅读总量
突破 1亿，其中#唱响黄河 乐动三
门峡#全网话题阅读量破6000万。

通过多轮扩散传播《信仰成
诗》《燃爆！80秒》两支短片微博、
抖音渠道的观看量累计突破 500
万。其中《信仰成诗》短片高度凝
练艰苦奋斗精神，向建党100周年
献礼。而另一支短片《燃爆！80
秒》则记录了本次开幕式的精彩瞬
间，由新浪微博发起全球华人唱响
黄河的活动，5天时间收到31个国
家的 1200多位华人华侨发来的近
2000条视频。

央视频、新华网、河南共青团、
顶端新闻等多个主流新媒体平台，
对本次开幕式进行同步直播，直播
期间全网在线观看人数突破 178
万，引发大众尤其是三门峡籍网友
广泛参与。

为助力三门峡文旅实现品牌

人格化、年轻化转型，é小鹅 IP形
象创意亮相，赋予“全能畅游官”官
方身份，在河南文旅行业中率先打
造更具亲和力的代言人，获得旅游
用户的喜爱。

今年特博会共设两大展区、8
个专区，规划展位 530个，展览面
积 12000 平方米，展出商品 5000
余种。现场人潮涌动，商品琳琅满
目，大批群众、客商前来逛展会，询
问交流，气氛热烈。

2021年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
节·特博会内容丰富多样、群众参
与性强，既有多年精心打造、具有
品牌效应的横渡母亲河、黄河大合
唱节、万人帐篷节、全国双胞胎漂
流大赛、越野精英挑战赛、魅力仰
韶行等老牌活动，也有首次举办的

“黄河船奇”帆船公开赛、全国车友
会穿越黄河生态廊道自驾之旅等
新晋活动。同时，今年的节会也反
映出，文旅、体育、会展、生态、农业
等领域加快深度融合的趋势。

彰显新担当，展现新作为，开
启新征程，三门峡正奋力推进新时
代省际区域中心城市
建设，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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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赵力文

黄河九天上，直下洗尘寰。三门迎贵
客，携手谱新篇。5月 19日，第 11个中国
旅游日来临之际，第二十七届三门峡黄河
文化旅游节、第八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
易会(以下简称“一节一会”）如期在三门
峡市开幕。

黄河三门峡，魅力天鹅城。绵延5000
年的历史文化，成就了这座城市厚重的精
神特质；品类丰富的矿产资源，成就了这座
城市独特的竞争优势；堪比江南的自然山
水，成就了这座城市灵动的清新之美。

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自1992年创
办以来，成功举办27届，已发展成为目前黄
河流域举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层次最高
的以“黄河文化旅游”为主题的综合性节庆
活动。今年首次采取市场化托管运作方式，
由河南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三门
峡市文化旅游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五月繁花锦，崤函处处新。今年八方
来宾再次相聚在黄河之滨、天鹅湖畔，音乐
会、文旅、经贸、会展、体育赛事等 19项系
列活动次第举行，多姿多彩，一场高品质的
节会盛宴绚烂呈现。

5月 19日，本届节会大幕拉开当晚，一场
“唱响黄河 乐动三门峡”黄河文化主题音乐
会举行。与往届不同，今年三门峡市邀请到
著名钢琴演奏家郎朗演奏，借助名人效应和
流量，提升本届节会影响力和城市知名度。
当晚，郎朗倾情演绎了交响组曲《黄河颂》《黄
水谣》，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郑州师范学
院合唱团合唱《保卫黄河》，旋律跌宕起伏，博
得了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5月 21日，“中流砥柱”三门峡黄河大合
唱盛大举办。《黄河船夫曲》激昂的旋律将人
们思绪带到船夫们与风浪搏击的场面。《黄河
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黄河怨》《河
边对口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等篇章
陆续奏响。来自三门峡地区的 800余名合唱
爱好者，与现场 2000余名观众，激情唱响音
乐史诗《黄河大合唱》。

此外，横渡母亲河、首届三门峡“黄河船
奇”帆船公开赛等活动相继举行，让人们近距
离感受深远厚重的黄河文化。

今年正逢建党一百周年，主题音乐会、黄
河大合唱等多个活动献礼党的百年华诞。黄
河文化主题音乐会在童声表演《唱支山歌给
党听》中拉开帷幕，小朋友们整齐划一、手捧
红星，用极富特点的童声合唱献礼建党一百
周年。在主旋律短片《信仰成诗》中，著名诗
人——《三门峡·梳妆台》作者贺敬之、首批三
门峡大坝建设者王祚周、河南画院特聘画家
焦全才、优秀共产党员石磊等众多与三门峡、

黄河有着感人故事的人一起诉
说着自己与三门峡的点滴
故事。

作为资源型城市，近年来
三门峡市围绕产业创新，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
展。今年“一节一会”首次采取
市场化托管运作方式，以创新
融合作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在今年“一节一
会”上，举办的两大峰会的议题
突出了创新发展的思路，来自
文旅部、国家气象局及沿黄九
省（区）有关领导、专家分别就
文化旅游、气候经济两大领域
创新发展开展热烈讨论。

5月 20日，2021黄河流域文
化旅游创新大会上，与会领导、
嘉宾共同启动了“沿黄九省（区）
黄河之旅旅游联盟公众号、黄河
数字资源专题库”，并为“百家媒
体黄河行”采风团授旗。

如何讲好黄河故事，吸引更
多游客体验黄河文化？成为嘉
宾们探讨的重点。举办有特色
的节庆活动正是打造黄河文旅
IP 的重要手段之一。三门峡已
经成功举办 26届黄河文化旅游
节，提供了示范和样板。

如何“活化”文化？如何在
乡 村 振 兴 中 发 挥 文 旅 产 业 作
用 ？ 一 系 列 话 题 引 起 多 方 关
注。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二级巡视员白四座表示，这次峰
会聚焦黄河文化旅游创新发展，
共同研讨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

扬和文旅产业发展的新理念、新
路径、新方法，必将在推动黄河
流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和携
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
文化旅游带，以及建设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重大战略等方面产生
积极影响。

5月 21日，在黄河流域气候
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上，以“创新
气候资源利用，服务黄河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与会
人士深入研讨。有关专家提出，
要挖掘气候资源潜力，打造气候
经济品牌，积极探索气象+旅
游、运动、农业、康养等合作模
式。

黄河流域独特的气候造就
了独特自然风貌，也为黄河流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
的动能。流域内青海乐都大樱
桃、甘肃兰州百合、宁夏中卫枸
杞、河南灵宝苹果等一系列经济
附加值高、驰名中外的“气候好
产品”，促进了农民增收。

近年来，三门峡通过优空
气、聚人气、旺财气、扬名气，今
年有望实现打造黄河流域第一
个“中国天然氧吧城市”。数据
显示，仅卢氏一个县旅游收入就
从 2017 年的 8.4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8.67 亿元。三门峡
尝到了开发气候资源带来的更
多“甜头”。

共饮黄河水，相邻一家亲。黄
河金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第一个跨
省设立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通
过 20多年的经济合作与社会、资
源整合，正在形成一个日臻成熟的
经济社会发展平台。在今年的“一
节一会”上，黄河金三角区域三省
四市在文化旅游、经贸往来等领域
开展合作。

5月 20日，为务实推进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2021 黄河
金三角产业合作发展峰会举行，以

“聚焦产业合作 协同创新发展”为
主题，新老朋友欢聚一堂，共商发
展大计，互通招商信息，构建产业
错位发展、互补发展的良性格局。
黄河金三角区域三省四市政府主
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十
四五”期间如何加强合作发展，展
开热烈讨论。

经过前期广泛交流和深入对
接，5月 20日集中签约 89个投资
项目，总投资 506亿元。其中，10
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有16个。

本届特博会也加强了区域联
动，位于会展中心一层展厅专门设
有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形象专区、晋
陕豫黄河金三角特色商品专区。

作为今年特博会的亮点，文化
产业品牌专区第二次亮相。青铜
器、澄泥砚、剪纸、“白天鹅”系列文
创产品、“中流砥柱”系列文创产
品、仰韶彩陶文创产品等三门峡市
特色文化产品在该专区展出，引起
不少人驻足注目。同时，更大的区
域合作正在谋划，文化产业品牌专
区下一步还将升级为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文化产业博览会，集中展示
黄河金三角区域三省四市文化产
业的发展成果。

郎朗琴声动黄河
“中流砥柱”抒情怀

突出创新发展 培育发展动力

加强区域联动 深化经贸合作

注重全民参与 全媒立体传播

2021黄河流域文化旅游创新大会 孙猛 摄

著名钢琴演奏家郎朗倾情演绎 孙猛 摄

卢氏“百佳深呼吸小城”第四届越野精英挑
战赛 聂金锋 摄

黄河流域
气候经济创新
发展大会

孙猛 摄

2021黄河金三角产业合作发展峰会 孙猛 摄

““唱响黄河唱响黄河 乐动三门峡乐动三门峡””黄河文化主题音乐会黄河文化主题音乐会 孙猛孙猛 摄摄

2021黄河罗曼彩虹跑 张朝峰 摄

省文投公司旗下中视新
科团队为节会定制全系文创
周边产品

赋予“全能畅游官”的é小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