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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在郑州工作的浙江籍工
程师郑先生忙得不亦乐乎，他带着一家
老小共15口人走进新郑，就是要到黄帝
千古情看经典演艺、找到自己的根脉。

黄帝千古情恢复开放首日，来自洛
阳的邢先生以图腾大道为背景，不停地
给两个孩子拍照留影。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6月 6
日，吟诵着千古绝唱《诗经·小雅·采

薇》，来自香山小学的研学团队徜
徉其中，感受传承千年的郑风国
韵……

一个个镜头、一幅幅画
面，定格了黄帝千古情的无限黄帝千古情的无限
魅力魅力，，也传递出疫情防控常态也传递出疫情防控常态
化化背景之下背景之下，，文化旅游市场稳文化旅游市场稳
步复苏强劲态势步复苏强劲态势。。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原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原乡
记忆和文化基因记忆和文化基因。。对于河南对于河南，，
对于郑州来说对于郑州来说，，其文化基因就其文化基因就

是是‘‘中岳中岳、、中原中原、、中国梦中国梦，，黄河黄河、、黄黄
帝帝、、黄皮肤黄皮肤’。’。黄河是中华民族黄河是中华民族

的根的根，，黄帝是华夏民族的魂黄帝是华夏民族的魂，，根文根文
化和魂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化和魂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息、、薪火相传的力量源泉薪火相传的力量源泉。”。”河南竹河南竹
桂园旅游集团总经理高峰表示桂园旅游集团总经理高峰表示。。

一场恢弘巨制，打开了 5000年
的历史画卷——“给我一天，还你千
年！”到新郑，“为了一部剧抵达一座
城”，《黄帝千古情》成为河南文化旅
游的超级 IP，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
纷至沓来。

走进黄帝千古情，56米高、气势
恢弘的轩辕黄帝四面像是第一位

“演员”，在这里，他只演绎一幕剧，
那就是生生不息！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回
望这场一生必看的大戏——

《黄帝千古情》立足于厚重的黄

河文化、黄帝文化、诗经文化等，通过
《龙的传人》《轩辕与嫘》《大战蚩尤》《郑
风国韵》《老家河南》等一幕幕气势磅礴
的场景，述说着动人的“黄河故事”。

“这是讲咱河南人最好的演出!”“演
出太走心了，我身边的人全都哭了，太费
纸巾了。”现场观众们纷纷竖起大拇指。

人气爆棚、超高口碑的背后，是过
硬的产品。惊艳唯美的舞台特效、气势
恢宏的场景打造、极具震撼的视听观
感，上演了一部史诗级大片。《黄帝千古
情》打破传统舞台空间与观众的界限，
3000吨黄河之水从天而降，万余套舞台
机械“上天入地”，百米全彩激光如梦似
幻，百余位演职人员倾力演绎，呈现了
一台震撼心灵、穿越古今的视觉盛宴。

移步换景间，“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衣袂飘飘的少女从《诗经·郑
风》中走来，一幕郑风国韵的唯美画面
呈现在眼前；养蚕采桑、舟车制造、男
耕女织呈现和谐景象；黄帝蚩尤之战
惊心动魄；“火车开进剧院里，鸡鸭牛羊
当演员，舞台上面能划船，观众头顶会
下雨，带着纸巾看演出，男女老少都落
泪……”三分钟一个亮点，五分钟一个

高潮，剧院里掌声阵阵。
“俺叫豆儿，家在河南新郑龙湖乡。”

“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中国人。”在该
演出的《老家河南》篇章，“豆儿”和“桂花
娘”的对话在不经意间展示着河南人“不
屈不挠，大爱奉献”的家国情怀。一条条
印有百家姓的黄丝巾如潮水般涌来，来自
全球的炎黄子孙相聚于此，缅怀我们的祖
先，感受着心灵的洗礼……

唯有创作者感怀于脚下这片土地的
变化，讲出这里独特的故事，才能让观众
享受一场涤荡心灵的艺术盛宴，树立文化
自信，激发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

“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黄帝千古情》
创作的源泉，这部大戏是我们对华夏五
千年文明的承诺，对中原大地、黄河文
明、黄帝文化的致敬！”在作品封稿时，
总导演黄巧灵无比动情。

河南省政府原参事郑泰森表示：
“黄帝千古情不仅是省会郑州的典型
文化符号，更是体现中国文化自信、打
造河南文化高地之作，必将为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注入新的文化力量，让古
都郑州成为闪耀中原的世界级文化演
艺新高地。”

经历过疫情侵袭的河南，从未如
此渴望葳蕤的田野。迎接“诗和远
方”的你我，也从未像此刻这样，用激
赏的目光打量着蝶变的故乡。

在这风起潮涌之时，黄帝千古情
令人瞩目。

6月 3日，在我省文旅产业复工
复产的大潮下，黄帝千古情景区重新
开园，近5000人次纷至沓来，万余人
次线上打卡，3万张门票预售一空……
触摸华夏根脉、感受郑风国韵已成
为游客出游的绝佳选择。

然而，面对轮番打击，黄帝千古
情曾不得不一次次停摆。

穿越历史的长河，我们清醒地看
到——

九曲黄河奔腾蜿蜒，跃动着中华
民族永续不绝的血脉。几千年前，轩
辕黄帝在我们脚下的这片沃土，率领
先民创文字、制舟车、养蚕桑、建医
学、定算数、造指南，开启了光辉灿烂
的黄帝文化，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华夏
文明。千百年来，黄帝文化作为中华
民族的根脉文化，一直是激励炎黄子
孙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表示，作
为黄帝出生、建国、建制、会盟的地方，
河南新郑拥有世界级的黄帝根亲品
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而被誉为

“一生必看的演出”的宋城千古情系列
演艺闻名遐迩。为了讲好中国故事，
传承黄河文化、黄帝文化，世界级的文
化 IP 与世界级的宋城演艺团队“联
姻”，呈现出的《黄帝千古情》大型演
艺，成为铸造中华民族之魂、体现中国文
化自信、打造河南文化高地的扛鼎之作。

2020年9月19日，一个植根于黄
帝文化，以文化演艺为主题的黄帝千古
情景区横空出世。与此同时，景区的主
秀、史诗级巨献《黄帝千古情》盛装开
演，不仅成为中原地区唯一引进的千古
情系列项目，也是全国首个深度展现黄
帝文化、中原文化的大型演艺秀典。

游客蜂拥而至！
开演的第一个月，《黄帝千古情》

经常是一天连演4场，可容纳3286人
的省内最大的室内剧院一座难求、场
场爆满，景区占据抖音郑州市风景名
胜热门榜榜首，成为河南文化旅游新
爆款，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争相目睹

“世界演艺第一”宋城演艺在中原缔造
的文化传奇。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

怀揣着对黄河文化、黄帝文化的

高度认同与自信，河南竹桂园集团董
事长吕建党的话语发自肺腑：“《黄帝
千古情》透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社会等关系，诠释了轩辕黄帝自强不
息、开拓进取、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
精神内核。我们就是要通过《黄帝千
古情》这部大戏，解读中国五千年文
化的元点，让黄帝故事、黄河文化代
代相传，让世界因此读懂中国。”

所以，当疫情再次为河南文旅行
业按下“暂停键”，黄帝千古情演艺被
迫停演。压力之下，黄帝文化传承的
意义更为非凡。

景区如何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

数百名员工练内功、强基础、求突
破，景区的官方新媒体平台“云端”晒美
景、预售惠民门票，让“跟着短视频去旅
行，线上‘种草’、线下’拔草’”成为疫情
防控之下黄帝千古情的新玩法。针对
近郊游、自驾游等出游团体，新业态、新
产品、新模式花样频出，为促进文旅消
费、提振市场信心再出新招，为即将到
来的暑期旅游消费旺季筑牢根基。

景区销售人员表示，端午假期或
许是黄帝千古情旅游经济回升的转
折点。景区开业前夕，已经线上预售
出3万多张门票，除了端午假期的消
费之外，高考之后、暑假期间将迎来
旅游消费的小高潮。

端午节当天，出席“老家人游新
郑”活动的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璩鹏辉表示：“黄河、黄帝的基因深深
地融入了这片热土，苦难与辉煌，毁灭
和新生都会上演。黄帝千古情景区的
经历更是黄河文化的缩影，生生不息、
苦难辉煌。这个‘千古情’诠释的是家
国情，更多的是文化的坚守、品牌的坚
守、精神的坚守。同时，景区不裁员、
不减薪，彰显着竹桂园集团‘弘扬优秀
文化、共创美好生活’的企业使命，这
也是对社会责任的坚守和担当。”

惊涛骇浪从容渡，越是艰险越向
前。华夏之光耀古今，和衷共济创未来。

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以文
化人，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如
和风细雨般润泽着百姓心灵，让我们
建设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
的意志更坚定、步伐更稳健。

所以有人问：为什么要来黄帝千
古情？

——因为在这里，你会因为一部
大戏理解黄河文化的精髓，读懂中华
文明生生不息！

——因为在这里，你会看到我们
的黄帝如何战胜困难、奋进的我们如
何创造奇迹!

科技传承 时尚表达

奏响“诗和远方”的动人乐章
创
新

传
承

一部大戏 穿越古今

塑造河南文旅的超级 IP

黄帝故里，风吹麦浪“郑”丰收；黄河之滨，勃勃生机扑面来。
五千年前，黄河、黄帝的相遇，给中原大地留下重要的文化坐

标——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今天，放眼这片沃土，黄河文化、黄帝
文化成为凝聚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记载着历久弥新的华夏文
明，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今年的端午假期，2022年“老家人游新郑”活动大幕开启，近
5000名游客涌入河南新郑黄帝千古情景区，相约一部一生必看
的史诗级演艺《黄帝千古情》，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

从 2020年 9月 19日黄帝千古情景区开门迎宾至今，《黄帝
千古情》大型歌舞上演了660场，吸引着 160万炎黄子孙从五湖
四海专程赶来。

然而，这片古老淳朴的土地并非时时有欢歌。
特大暴雨，数轮疫情。开园，闭园，再开园，又闭园……

一波三折。历经磨难、一往无前的黄河文化精髓喷薄而出，
砥砺前行、奋楫争先的河南文旅行业生生不息。

立足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的节点，如何抢抓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抓常态化疫情防控、促
文旅经济复苏回暖，以黄河文化、黄帝文化点睛县域高质量发展？
如何全面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在中原文化中萃取精华，于文化
自信下迸发创意，为高质量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培“根”铸“魂”？

具茨山下精粹传承，溱洧河畔文脉赓续。
《黄帝千古情》这部大戏缓缓拉开帷幕，“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的

“黄帝故事”正在上演——

□张莉娜 王楠忆

稽
古

筑牢根基 增强自信

凝聚生生不息的民族力量

从端午假期大型史诗级演艺连续
三天场场爆满，到黄帝千古情“云直播”
万人同时在线，再到壬寅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1800万全球华人“云”拜祖……
在全面推进旅游市场稳步复苏之际，不
断出新、出彩的黄帝文化一次次成为瞩
目的焦点。

《诗经》有云：“瞻彼中原，其祁孔
有。”那么，在灿若星辰的中原文化中，
黄帝千古情景区该如何深耕文旅资源，
带领游客赴一场“诗和远方”的盛宴？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
脉传承弦歌不辍、历久弥新。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报告中，“文旅文创融合战略”
成为锚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
战略”的重要一环。迈上新征程，河南
新郑正在把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让黄帝文化破圈而出，让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的“黄帝千古情”
品牌深入人心，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现
代化建设之路。

研学旅行，点亮梦想大舞台——
如何在研学中汲取文化养分，创造

性地挖掘黄帝文化与校园活动衔接的
“兴奋点”？

传承黄帝文化，从娃娃抓起。黄帝
千古情研学基地通过黄帝文化、汉服文
化、非遗文化，开启了一场沉浸式感知
型研学之旅。穿越图腾大道、仓颉造字
文化建筑，多维度解读老家河南；于风
花街、雪月街、烟云街中品文化、穿汉

服、尝美食，看贩夫走卒人来人往，一景
一戏。实景豫剧、木版年画、传统剪纸、
民间泥塑等非遗项目走进“人间烟火”，
黄河文化焕发新的活力，打造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黄帝千古情样本。

沉浸式体验，解锁文旅“潮”玩法——
全息秀《幻影》如梦如幻，光影科技

与舞台艺术完美呈现，带来森林和沙漠
的梦幻神奇之旅。景区文化公园内，

“穿越快闪秀”“文姬飞天”“奇幻泡泡
秀”“锅庄狂欢”“抛绣球”“梦舞梨园”百
场演绎展现传统文化之美。风暴馆让
人瞬间回到涿鹿大战场；小剧场、剧本
杀邀您来一场与历史对话；电音泼水
节、潮玩“花痴”节、花样女神踏青季等
四季主题活动和“潮趴”不断，是年轻人
释放激情的娱乐新空间、网红打卡点。

科技赋能，创新文化藏智慧——
创意化、数智化、生活化的文旅经

济掀起热潮。围绕 IP数字化、元宇宙
消费市场风口，《少年黄帝》动漫系列剧
排上日程，实景演艺、灯光秀、VR 投
影、AR科技、幻影成像技术，塑造“少
年黄帝”英雄形象；现代技术活化《清明
上河图》，动态画卷再现东京梦华。国
风、国韵、国漫成为黄帝文化的“流量密
码”，美食、服装、玩具、文具、餐具等时
尚创意激活“黄河非遗”，契合大众精神
需求的文创融入百姓生活，好玩、好看、
好吃的黄帝千古情让青年可亲可近。

提振信心，点亮城市夜经济——

“夜经济”再次点燃城市的烟火
气。新郑市发放 1000 万元文旅消费
券，鼓励黄帝千古情等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开展特色主题活动；黄帝千古情夜
间文旅消费活动本月推出，“夜游、夜
娱、夜食、夜购”提供更多“潮”产品、

“深”体验，不夜城、美食节、文创店成为
经济复苏的标志性“灯火”……高质量
的文旅供给不断增强游客的文化获得
感、幸福感，也为文旅产业全面复苏蓄
势赋能。

时尚与经典交相辉映，科技与文明
相融共生。

黄河文明，流过千年岁月，滋养人间
烟火；黄帝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拥抱绚
丽未来。全时空、全季节、全人群、全业
态、全要素交相辉映的综合性黄帝千古
情景区，编织着黄帝故里的“新梦想”。

黄帝千古情，一生必看的一部大
戏。鸿篇巨制波澜壮阔，荡起时代春潮。

在有序推动复工复产之际，朝着建
设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的目标，河南新郑奏响了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黄河颂歌。放眼
今日，中原大地饱经历练，亘古奔流的
黄河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大河两岸处
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热潮，母亲河美丽
新画卷正在铺展。

在这里，捧起一抔黄土；在这里，仰
望黄帝文明；在这里，触摸华夏肌理。

在这里，一部大戏，读懂中国。

一
部
大
戏

读
懂
中
国

一生必看的演出
《黄帝千古情》。

《轩辕与嫘》。

《老家河南》。

《郑风国韵》。

气势恢弘的轩辕黄帝四面像气势恢弘的轩辕黄帝四面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