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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园文化精品工程建设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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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园演出剧目之!!!抛绣球

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开封清明上河园! 中国最大

的宋文化主题公园! 河南人文旅

游的领跑者!开园
!!

年!以其卓

越的旅游实践和市场运作! 成为

中国文化主题公园成功运营的典

范"

清明上河园是以宋代著名画

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 #清明上河

图$为蓝本!在#清明上河图$的创

作故地%&&七朝古都开封! 以
!!!

的比例复原再现的大型宋文化主

题公园' 园区占地面积
"##

亩!景

观建筑面积
$####

多平方米!形成

了中国最大的仿宋古建筑群!成为

中原大黄河旅游线上的一个重要

的宋文化旅游区"

开园
!!

年来!清明上河园共

接待游客近
!###

万人(次)!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为开封市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个如梦如幻的锦绣王朝 !

一幅如诗如歌的盛世画卷'

作为河南省文化振兴工程的

载体! 开封清明上河园打造了具

有核心价值的文化精品工程&&&

*大宋+东京梦华$ 大型水上实景

演出!为河南,旅游立省-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

年前! 北宋都城开封!

书写了世界文明史上最浓墨重

彩的一笔 .

!###

年后 !大型实景

演出%%%*大宋+东京梦华 $!则

点燃了这座千年古城再度复兴

的圣火'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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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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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水上实景演出 *大宋+东京梦

华$!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内首场

公演' 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

高科技的舞美!带给广大游客的

是强烈的视听震撼'

一流的创作团队! 一流的演

出精品'

*大宋+东京梦华$由著名实

景演出策划人梅帅元创意! 知名

实景演出导演张仁胜执导! 开封

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荣耀出

品' 该演出总投资
!)$(

亿元人民

币!时长
*#

分钟!共分为六幕四

场! 分别为 *序+虞美人$0*醉东

风$0*蝶恋花$0*齐天乐$0*满江

红$0*尾声+水调歌头$'全剧由九

首经典宋词串联而成! 演出围绕

宋词的意境而渐次展开' 整个演

出场景是跌宕起伏的大写意的水

墨画!经典!传神!意境深远'

*大宋+东京梦华$深度挖掘

了宋代历史文化资源! 给游客奉

献了一道精美而丰盛的文化旅游

大餐'如果说!游客白天在清明上

河园中看到的是*清明上河图$的

现实主义再现!那么!晚上游客在

清明上河园中所看到的*大宋+东

京梦华$则是对*清明上河图$浪

漫主义的演绎'如果说!游客白天

在清明上河园看到的是真实的

,东京-!那么!晚上在清明上河园

看到的则是充满梦幻的,东京-'

*大宋+东京梦华$的荣耀上

演! 开启了开封永不落幕的狂欢

之夜'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这种

旅游和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对整

个河南文化0旅游产业的发展!起

到了很强的示范效应' *大宋+东

京梦华$ 实景演出已成为河南文

化旅游发展的一面旗帜和一个重

要的支点! 她把中原文化提升到

一个更高的层次! 让人们在观看

演出时受到文化的洗礼! 灵魂的

净化和内心的升华'

再现古都辉煌! 加快古都复

兴'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的推出!是开封市委0市政府强力

推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实现由

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的重要

举措! 是古都开封走上复兴征程

的一个文化象征. 她既增加了开

封旅游的综合收益! 又提升了开

封的城市品位和城市的品牌.既

是大创意!又是大手笔.既推动了

开封文化0旅游产业向纵深发展!

又夯实了开封作为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的基础. 既满足了广大游客

的文化体验! 又吹响了古都开封

复兴的号角!其文化意义0现实意

义和历史意义都将是空前的'

*大宋+东京梦华$以可视0可

品0可读0可鉴0可悟的实景演出

方式!让观众在赏心悦目之时!对

中原文化有一种全新的认识!并

以点带面! 感受到河南文化的力

量和厚重! 是人们探寻中原文化

的一个重要窗口! 提升了河南文

化的软实力! 增强了河南文化的

竞争力'

大格局!大视野!大品牌'

清明上河园在创建
("

中升

华'

%##+

年
*

月!国家旅游局向

各省0市0自治区下达了创建国家

#"

旅游区(点)工作的通知'开封

清明上河园景区被河南省旅游局

正式定为创建
$"

旅游区(点)的

申报单位'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周旭东眼里/,我们一

旦争创了
(,

!景区的软件0硬件0

环境和服务! 都要达到
(,

的标

准!达到一流的水准!将给游客提

供更美的景观0更好的体验0更温

馨的服务' 跻身
(,

!就是跻身于

全国一流景区的行列' -

清明上河园创建
(,

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并已经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正一步一步向
$"

景区全面靠近'

志者远翔'

目前! 清明上河园已完成改

制!并谋求上市'

改制!明晰产权结构.上市!

进行资本市场运作' 总经理周旭

东认为/,清明上河园改制0 上市

之后!进入资本市场!可以获得更

多的资金来源! 降低企业运作风

险.同时!获得投资资本!完成滚

动发展!使景区进一步规模扩展!

品牌扩展' -

与此同时! 清明上河园三期

,御汤园温泉-项目!也正处于积

极的策划和运作之中'

长久传递梦想! 打造中国最

好和国际一流的主题公园'

清明上河园提炼了河南的文

化旅游! 强化了河南文化旅游的

内涵! 增加了河南文化旅游的色

彩和内容! 使河南文化旅游更精

彩'展望未来!清明上河园将成为

中国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基地! 成为中国最大的宋文化主

题公园0 中国古典的迪斯尼乐园

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溯源

地和展演地'

所以! 清明上河园不仅仅是

一个宋文化主题公园! 而且还是

中原文化0旅游产业的引领者!一

只旗舰!也是全国文化0旅游产业

中的一支生力军'

,只有精品工程!才能打造最

具影响力的品牌. 也只有精品工

程! 才能为后人留下一笔真正的

文化遗产' -周旭东说'

千年东京梦华! 一城宋都遗

韵'

郑汴一体! 古城开封已经近

在咫尺'清明上河园!厚积薄发的

力量!让人们满怀期待!她必将成

为中原文化0旅游0休闲的经典1

开封清明上河园全景图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如梦如幻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如诗如歌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浪漫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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