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天玉

2021 年岁末，一部《风

起洛阳》风靡网络。一夜之

间，人人都想来洛阳：饕客

眼馋流水席、胡辣汤，驴友

向往龙门山色、南市遗迹，

汉服爱好者只为身穿汉服，

漫步隋唐洛阳城九洲池、应

天门、天堂明堂，过一把穿

越的瘾……

该剧改编自马伯庸的作

品《洛阳》，讲述了武周时期

一群出身不同的人为调查

“洛阳悬案”而发生的系列故

事。其以精良的制作品质、

影视化的诗意表达，再现了

洛阳盛世及中华厚重的古都

文明，再一次将河洛文化热

推向了高潮。

眼下虽是寒冬时节，但

每当夜幕降临，洛邑古城华

灯初上，仍有不少游客身穿

汉服在古城中游览、拍摄短

视频，沉浸式感受洛阳的古

都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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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文旅大融合 谱写新华章

文旅文创融合发展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一座城成全一部剧，一部剧带火一
座城。《风起洛阳》不仅让洛阳重新焕发
青春的活力，更为“洛阳 IP”打开了一条
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全新路径。

文旅文创融合发展，助力建设全省
文化中心、全国文创高地和国际文化旅
游目的地、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洛阳
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洛阳文旅）恰逢其时、应运而生。

努力奋进，砥砺前行。
关键时刻显担当，这就是洛阳文旅

的作为。
擦亮洛阳名片，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做好隋唐洛阳城片区、龙门石窟
片区保护和开发利用，重点推进九洲
池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二期）、隋唐洛
阳城宫城北区唐宫市场环境整治与遗
址标识宫城、隋唐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东区）、恭安坊·唐潮文化创意生活
社区、天街遗址保护展示工程、龙门古
街二期等项目建设，重现“盛世隋唐”
气象。打造以小浪底、在河之洲旅游
度假区、龙潭峡及荆紫仙山旅游度假
区、黛眉山、甘泉古镇为核心的沿黄精
品文化与旅游融合示范带，助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传承“黄
河文化”基因。积极融入伏牛山国民
休闲旅游度假地建设，围绕“伏牛山
居”民宿品牌打造，积极引导布局开发
一批主题突出、内涵丰富、类型多样的
精品民宿，同时在乡村旅游的运营和
包装上做好谋划，引领带动伏牛山区
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提升“伏牛山
水”品质。围绕第 40 届牡丹文化节，
在做好传统活动策划的基础上，强化
青年、流行、时尚等要素，谋划一批吸
引广大年轻群体的主题活动；做好牡
丹阁景区运营，谋划实施四季牡丹馆
建设，传播牡丹文化，讲好牡丹故事。

打造龙头产品，塑造文旅新地标。
加快实施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
园以及龙门古街二期项目，谋划龙门国
家旅游度假区、释源文化小镇以及万安
山主题公园度假区、在河之洲旅游度假
区、龙潭峡及荆紫仙山旅游度假区，打
造洛阳旅游的核心矩阵。推动黄河流
域非遗保护展示中心、牡丹博物馆、新
唐街、伊水迎宾馆、万安通用机场等项
目建设，打造文化、旅游、通用航空新地
标。依托应天门、天堂明堂、黄河非遗
展示中心、牡丹阁、上阳宫、新唐街、阳
光里等文旅综合体、特色街区项目，积
极布局实景演艺、数字文博、剧本杀、光
影秀等文旅新业态，实现沉浸式体验、
国潮化品享、年轻化消费，打造牡丹文
化、黄河文化和唐文化主题沉浸式体
验。建设 10多家中高端酒店，引入希
尔顿、洲际、南京金陵、广州白天鹅等国

内外知名酒店品牌，着力打造酒店业集
群。依托洛阳旅游大数据中心，加快全
市文旅数据资源整合，实现产业整合、
数据资产化；不断丰富“享游河洛”等智
慧旅游产品，实现“一部手机游河洛”。

加快文创、会展、演艺产业融合发
展步伐。全力打造并经营“洛阳礼物”
文创品牌，打造具有洛阳标识的双品牌
文化产品，目前开发三大项八大类近千
种文创产品；以“新户外、新消费、新生
活”为主题，成功举办第四届中原国际
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累计接待游客
8.69万人次，现场交易额达8350万元，
投融资洽谈会现场签约18个重大文旅
项目，投资总额 126亿元，实现了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唐宫夜宴》《洛
神水赋》《龙门金刚》连连“破圈”，彰显
洛阳深厚的文化魅力；《登场了！洛阳》
《神都洛阳》《风起洛阳》《万里走单骑—
遗产里的中国》（第二季·洛阳篇）等影
视纪录片陆续上线、火爆全网，以不同
艺术形式揭开璀璨的洛阳文化故事，极
大提高了洛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与东
方演艺集团合作打造的原创音乐剧《青
春那年》成功试演，用音乐剧形式全面
展示洛阳工业发展历程，打造洛阳文化
传播新名片；与时尚芭莎品牌合作，成
功举办“时尚文化赋能古都发展”主题
论坛暨“MiniBAZAAR 四季野宴·洛

阳秋宴”拍摄活动，开启了一场时尚与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华丽盛宴。

保护利用文化遗产
培育新型文旅业态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鉴往知来。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南，高水平实

现现代化河南。
洛阳，建强副中心、形成增长极。

洛阳文旅，一直在路上。
推进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建设。加快黄河文化遗址核心区
廊道地标工程建设，实施二里头遗址、
偃师商城遗址等五大都城遗址保护展
示提升工程，以现代技术复现“五都荟
洛”。加强大运河文化遗产、邙山陵墓
群、涧西苏式建筑群等保护展示利用。
实施黄河流域“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
目，依托“早期中国研究中心”加强夏文
化考古研究，进一步提升考古水平，建
设世界级大遗址公园走廊。

创新发展世界文化遗产。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考古研究和文
化传播，谋划建设河洛文化国际交流
中心，搭建丝路文化国际交流平台，用
洛阳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推动二里头
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加快建设汉
魏洛阳城遗址博物馆，打造全国区域

性石窟寺保护研究基地。全面开展黄
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重点文
化基因溯源，摸清非物质文化遗产、老
字号、古献文集等重要文化遗产底数，
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做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中心项目建
设和运营，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非
遗保护传承品牌。加快建设国家级河
洛文化生态保护区。提高文化遗产数
字化保护利用水平，赋予文化遗产更
强大的生命力。

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聚焦“颠覆
性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大
力发展沉浸游、体验游、研学游、度假游
等多元化旅游业态，拉动旅游消费、引
领产业转型。打造国内首个历史人文
主题的国际青少年营地，办好世界研学
旅游大会，壮大东方博物馆之都研学总
营地；推进“文旅+航空”融合发展，依
托万安通用机场，大力培育航空体验、
低空旅游等新业态；谋划实施九洲池沉
浸式业态项目，试点推广博物馆夜间开
放，提升龙门石窟、应天门、天堂明堂、
九洲池、牡丹博物馆、阳光工业游园等
景区夜间游览服务，为游客提供更多

“潮”产品和“深”体验。

打造世界级文创 IP
发展特色文创产业

围绕“行走洛阳、读懂历史”文化品
牌，高质量推进文化标识建设，提升城
市风貌，塑造全域旅游主题形象，赋予
文旅产业更核心的竞争力。

打造世界级文创 IP。聚力培育龙
门石窟、白马寺和隋唐洛阳城三大城市
IP，全力做好“五大品牌”IP 推广和赋
能。加快数字电影《龙·门》、百集原创
动漫《龙门奇妙境》和历史文化纪录片
《神都洛阳》等作品制作、发行，做好影
视剧《风起洛阳》、综艺节目《登场了！
洛阳》播发和系列宣传工作。开放并扩
大博物馆 IP授权，以动漫、影秀、灯光
秀、实景游戏、舞台表演等现代艺术形
式活化武则天、狄仁杰等有洛阳辨识度
的历史 IP，挖掘活化更多洛阳历史资
源。

强化创意引领、发挥市场作用、提
升传播能力，用创意抢占文旅融合“新

风口”，推动文旅产业实现“井喷式”增
长。整合现有品牌文创资源，将“洛阳
礼物”“龙门文创”“博礼文创”等文创品
牌重新优化调整为统一品牌，充分发挥
优势互补、资源聚合效应最大化，以高
效配置拉动洛阳文创产业聚合发展，打
造文创产业发展的旗舰劲旅。实施“文
化创意人才扶持计划”，聚焦青年群体
创新创业，谋划建设文旅文创产业学
院，打造创客群体聚集高地。整合龙门
石窟、白马寺、洛阳博物馆、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等历史文化资源，提炼城市
特色建筑、饮食文化、民风民俗等经典
元素，打造更多有内涵、有故事的系列
文创产品。高标准举办河洛文化旅游
节和中原国际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打
造助推文旅产业发展、提升文旅消费活
力的高端平台、国家级中西方文明交流
互鉴的重要平台。

“洛阳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将坚持以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为引领，牢
牢聚焦全市‘重大文旅项目开发主体、
重要文旅资源运营主体、新兴文旅业态
引领主体’定位，着力构建‘文化体验、
景区（旅游度假区）开发运营、酒店管
理、智慧旅游、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航
空、体育、康养、隋唐洛阳城片区、龙门
石窟片区’十大板块，促进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打造国内一流的文化旅游产业
领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到2025
年，集团资产规模增至 500亿元以上，
年营业收入 30亿元，完成年度航空旅
客吞吐量400万人次目标，助力实现洛
阳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和收入占比全
省 20%以上；进入全国旅游集团前 20
强，建成全国一流文旅集团。”洛阳文旅
主要负责人说。

□朱天玉

嵖岈山、宿鸭湖、竹沟革

命纪念馆、杨靖宇将军纪念

馆……驻马店市的一张张文

化旅游名片不仅为游客勾勒

出一幅美好的山水田园景

象，更擦亮了驻马店“千年古

驿站、生态文明城”的文化旅

游品牌。去年以来，驻马店

市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

和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落

实高质量发展理念，聚焦文

旅文创融合战略，深化全域

旅游规划实施，持续优化文

旅公共服务水平，努力推动

文化繁荣发展，持续扩大文

旅对外开放水平，谱写着生

态文明之城的出彩乐章。

驻马店：强力推进文旅文创高质量融合发展

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结硕果

2021年，驻马店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市第五次
党代会精神为契机，组建了文旅文创融
合战略工作专班，起草了推动驻马店文
旅文创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努力推动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实施。编制完成了
《驻马店市“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规划》，加快推进了遂平、确山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谋划包装了嵖岈
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成功纳入了国家“十四五”时期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工程项目储备库，获得了
2400万元的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高标准推
进城市书房建设，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惠
民演出，不断夯实公共文化服务基础，
在2020年度全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绩效考核中，驻马店考核结果优秀，

获得了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协调领导小组的表彰奖励。截至目前，
全市已建成城市书房近 80座，市中心
城区“15分钟阅读圈”初步形成，为广
大市民提供公共阅读的环境，城市书房
已成为广大市民群众休闲阅读、获取新
知，体验“书香天中”的必选“打卡地”。
圆满完成了全市文化馆定级评估工作，
成绩突出，全市文化馆共荣获一级馆 7
个，二级馆 2个，三级馆 2个；积极推进
乡村文化合作社建设，建成乡村文化合
作社114家，合作社人数4604人，初步
实现了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
变。积极推动数字文化建设，争取了中
央补助地方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发展
专项资金245万元，用于市文化馆线上
云平台、线下体验馆等数字文化项目建
设，全面启动了智慧文旅和数字文化云
平台建设。组织全市 4A 级以上旅游
景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参加了全
国“互联网+旅游”发展论坛暨 2021河
南智慧旅游大会，嵖岈山景区成功获得
全省“五钻级智慧景区”荣誉称号，与此
同时嵖岈山景区还获得了“第一批国家
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全国共计47家
文旅单位入选，我省仅2家。

积极策划开展“非遗点亮计划”和
“百年百艺、薪火相传”等活动，举办了
非遗“抖”起来活动及非遗摄影大赛，用

“抖音”这个新平台新方式来传播非遗，
用镜头记录非遗的文化之美；筛选推荐
了皇家驿站进入河南省“非遗点亮计
划”大盘，棠溪宝剑入选文旅部和省文
旅厅参展项目；开展了首批市级非遗展
示传习示范馆评审认定工作，对全市
38个示范馆进行了现场评审验收。女
娲传说、天中火笔画、刘氏老土布纺织
技艺、胡琴制作技艺等项目入选第五批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扎实推进了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
遴选申报了21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参
评第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评选公布了80位传承人为驻马店市第
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

积极推动“文化+”“旅游+”计划，
推动文化旅游与研学教育、体育、农业、
工业、商务等业态创新融合，拓展文化
旅游发展新领域，打造融合发展新亮

点。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带
动工程”，指导景区策划举办了“乐游嵖
岈、畅享天中”“记者带你游天中”“豫见
金秋·惠游老家”等文化旅游品牌活动，
培育引导文化旅游消费习惯。驿城区、
确山和遂平县等三个县区一并纳入了
第一批河南省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县
区创建范围；确山县竹沟镇和上蔡县东
岸乡命名为“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乡
镇”，指导嵖岈山景区、皇家驿站、金顶
山景区、三秋醋博园等参与省级文旅消
费集聚区创建工作。皇家驿站成功创
建为“河南省首批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皇家驿站、蓝天芝麻小镇先后被评为河
南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项目建设和品牌打造
齐头并进

驻马店市抢抓中部地区高质量发
展、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淮河生
态经济带等机遇，加大文化旅游项目包
装谋划和招商引资力度，文化旅游产业
高质量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加快。高起
点完成《驻马店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编制，对全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融合
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谋划了
构建“一心一带四组团”的全域旅游发

展新格局。整合利用“六山四湖”（嵖岈
山、老乐山、金顶山、铜山、白云山、盘古
山及薄山湖、宿鸭湖、铜山湖、板桥水
库）、“两馆一站”（竹沟革命纪念馆、杨
靖宇将军纪念馆，皇家驿站）、“两城一
寺”（上蔡蔡国故城、汝南古城，南海禅
寺）等高品级文化旅游资源，强力推进
嵖岈山生态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温泉
小镇旅游度假区、皇家驿站文旅综合
体、方特熊出没旅游度假区、中国渔都
小镇等重点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力度；
持续提升嵖岈山 5A级旅游景区品质，
加快皇家驿站、蓝天芝麻小镇、和园景
区提质升级步伐，加快杨靖宇将军纪念
馆、遂平县花庄房车营地、西平县嫘祖
文化园、平舆县李芳生态园、上蔡县状
元红生态观光园等旅游景区的创建步
伐，2021年全年，新增A级旅游景区 5
家。

驻马店是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
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全国双拥模范城。经过多年发展，
驻马店市已形成以“奇山、秀水、名寺”
为代表的精品旅游景区和以“登山、赏
花、沐温泉”为代表的休闲度假旅游线
路产品。去年以来，驻马店持续实施

“引客入驻”工程，不断加大宣传推广力
度，连续在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等

主流频道，以及《人民日报》、G1715次
高铁投放了驻马店文化旅游形象宣传
广告。配合省文旅厅在嵖岈山举办了
第三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暨 2021

“老家河南”美好春游季（嵖岈山站）暨
第九届嵖岈山西游文化节开幕仪式，吸
引了来自全国的文旅创作者、文旅时尚
达人、文旅新媒体宣传精英云集嵖岈
山，为嵖岈山等全市景区宣传呐喊；组
织全市红色、绿色和乡村旅游景区景
点，推出了红色研学游、乡村体验游、赏
花休闲游、康养健身游等新业态文旅产
品，推出的“不忘初心 红色之旅”“革命
圣地游”“千里跃进游”等红色旅游线路
产品入选全省“建党百年红色旅游十大
精品线路”，面对疫情等不利因素影响，
2021 年依然接待旅游专列 6趟，奠定
了豫中南旅游目的地地位。

文艺繁荣发展为文旅文
创融合战略赋能铸魂

高质量承办了全省艺术创作工作
会议和第十五届河南省戏剧大赛，驻马
店艺术创作工作在全省会议上发言交
流经验，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
一致好评，国家艺术基金支持项目豫剧
现代戏《樊粹庭》在大赛开幕式上精彩
上演，博得与会观众的阵阵掌声。大赛
历时 37天，共有 63场节目上演，剧种
涉及豫剧、京剧、越调、话剧、蒲剧、杂
技、儿童剧等，剧种和剧目数量均创历
届大赛之最。驻马店市参演剧目《樊粹
庭》《追梦》《杏花寨》获得“文华大奖”，
《樊粹庭》获得“文华导演奖”，《金凤归
来》获得“文华剧作奖”和“文华导演奖”
等，展现了驻马店市在戏曲艺术方面的
喜人成绩。大型古装豫剧《嫘祖》被省

委宣传部列入河南省2021年度重点文
艺创作项目；开展了新创剧本征集评选
活动，共收到戏曲、小品、小戏和河南坠
子等作品 125 件，其中戏曲类大剧本
22 个；创作推出了《杨靖宇》《血战雷
岗》《郭了凡》《雷岗风雨渡》等红色剧
目，深受广大群众和游客喜爱，文化艺
术繁荣发展为文旅文创融合赋能铸魂。

“千年古驿站、生态文明城”。站在
“十四五”规划新起点上，驻马店将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
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文旅
文创融合战略，抢抓机遇，砥砺奋进，加
快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文化旅
游强市建设，让驻马店文化“活起来”，
驻马店旅游“火起来”，驻马店城市形象

“美起来”，奋力谱写驻马店文旅高质量
融合发展新篇章！

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物馆 张水利 摄

洛阳牡丹阁景区 曾宪平 摄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嵖岈山

国家4A级旅游景区——老乐山

河南省首批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皇家驿站

亚洲面积最大平原人工水库——宿鸭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