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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2 日，豫见陕旅·2017 陕西旅游集团河南

( 郑州 ) 推介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广场成功举办，集团有

限公司携旗下核心景区、旅行社、演艺项目等，为河南游

客奉献上了一场美轮美奂的文化旅游视听盛典。推介会上，

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常梦春，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周耀霞，

大河报社副总编辑常红雷及郑州、许昌、鹤壁、焦作、漯河、

驻马店、济源等地旅游局 ( 委 ) 领导参加了推介会。豫陕两

地 200 多家旅行社、自驾游机构、旅游电商、主流媒体及

数千名观众畅享了古典浪漫而激昂澎湃的陕旅之夜。

陕豫携手 互惠共赢
在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之际，集团提出了向丝

绸之路旅游文化产业的新航程大踏步进军的战略思路，依

托集团在城市文化旅游综合体、旅游古镇建设方面，以及

在旅游实景演艺、旅游景区载人索道建设运营方面的成功

经验。

推介会上，常梦春表示，无论是历史、地理，还是文

化、旅游资源，陕西与河南都是亲如手足，河南与陕西互

为重要的客源大省，随着郑西高铁、宝兰高铁相继开通，

希望两省旅游业界进一步加强合作，互利共赢。“陕豫携手，

抢抓旅游业新一轮发展机遇。”周耀霞表示，希望双方务

实合作谋求共赢，为两省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优质、更优

惠的旅游产品，使更多旅游消费者共享旅游行业发展红利。

陕旅之夜 星光灿烂
8 月 12 日，集团旗下核心景区华清宫、太华索道、少

华山、白鹿原、黄河壶口景区、诸葛古镇、金延安、唐乐

宮以及陕西海外旅行社、陕西中国旅行社等早早地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广场布展，精美的展位和大幅展架构成了靓

丽的风景线，吸引了数千名游客前来欣赏、咨询。

伴随着悠扬的乐曲，集团专门为“豫见陕旅”河南 ( 郑

州 ) 推介会量身打造的精彩演出拉开了帷幕。这场演出荟

萃了《长恨歌》、《出师表》、《延安保育院》、《12·12》、

《大唐女皇》等经典演艺的精华元素，带领观众穿越历史

烽烟。“陕旅集团此次到河南郑州举办推介会，将极大地

推动陕豫两地的旅游互动和交流。”河南省自驾游协会秘

书长表示，将积极组织河南自驾游爱好者赴陕，为两地旅

游行业搭建合作的桥梁，为两地游客带来丰富精彩的旅游

体验。（品牌与企业管理部） 

8月 12日，星月交辉映陕豫。

陕旅集团携旗下核心景区、旅行社、旅游网站

等，为河南游客奉献上一场美轮美奂的文化旅游视

听盛典。

这里，有八百里秦川的浩荡；

这里，有十三朝古都的风华；

这里，延河水清凌凌地流淌；

这里，白鹿原吼彻华阴老腔；

这里，一碗油泼面味浓情长。

8月 12日，陕旅集团带给大家的是一场穿越

千年的盛宴；

这是一次跨越千里的旅行；

这是一场陕西与河南的激情对话。

长恨歌、法门往事、延安记忆、华阴老腔等

经典演艺震撼上演；当场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送

出；同时，邀请现场观众品尝刚出锅热腾腾的陕西

名吃——油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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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 陕旅 了解陕西

陕西，历史遗迹遍地。
可以在大雁塔感受唐朝佛家建筑艺术，
也可以在古城墙极目远眺，尽揽长安风光，
可以在兵马俑感慨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壮观瑰丽
还可以在华清宫领略历史舞剧《长恨歌》的魅力与震撼。

陕西，
景色秀丽，旅游胜地。
华山，被誉为奇险天下第一山。
黄河，造就了中国最为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
奇险与壮观，不容错过。
千百年来，
历史和文化的甘露，
滋润着美丽富饶的三秦大地，
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
秦腔、陕北秧歌、华阴老腔、剪纸等民间艺术
传承至今，享誉国际！
古老与现代，人文与自然，传统与时尚，休闲与体验，
正是陕西旅游的真实写照。

推介会表演的第一幕，是通过隔着时空的对话，

展示历史人物对某地的感情寄托和怀念。在少华山，

刘秀于潜龙寺得神人相助，卧薪尝胆苦修治世之本，

饮山泉、食果肉阅尽世间冷暖，思尽治帮之本。偃武

修文，励精图治、释放奴婢、整顿吏治，提倡节俭；

薄赋敛，省刑法，不尚边功，与民休戚；再兴大汉 80 载。

随后，诸葛亮缓缓地走进了浩荡的军队中，用代

表着“智慧”“勇气”“信念”的七星灯照亮了一个

个驰骋沙场将士们坚毅的脸庞，千军万马举刀齐喝，

诸葛亮轻吟着《出师表》，竭忠尽智的报国信念娓娓

道来！

接着，“武则天”和“杨贵妃”的扮演者穿越时

空的对话，引领观众欣赏了西安唐乐宫的《大唐女皇》

和华清宫的《长恨歌》。分别用 3 分钟的时间，呈现

了两部剧目精华版。

舞台上回响起民族大义的一段配乐朗诵：西北山

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

浪头干一场 ! 随后“杨虎城”的扮演者慷慨陈词：“中

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天理。从二虎守长安那一天开

始，我杨虎城就是注定要为天下人要一个活法。这个

活法是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到的就是人的生命只有

一次。一次的生命有多少是躺倒在无知迷茫的枪口

下？现在又有多少人即将躺在自己同胞的枪口下？

日本人杀我同胞、占我河山我，们岂能忍痛不理？攘

外必先安内这是打自己的兄弟让别人看我有多厉害

的大笑话。我杨虎城就是舍得一家老小也要为我国人

要个新活法。”

在一段《诀别》之后，舞台上来自《延安保育院》

的小演员们再现了在道路上艰难的前进的场景。累瘫

的娃娃们靠在红军保育员身边休息，保育员教导孩子

们要想父母一样坚强，好好学习好好玩耍，抗战胜利

以后建设祖国。

看着豪迈的腰鼓，感受着延安的全新变化。看

金色延安全新的一番情景。我才明白了金延安的准确

意义。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

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荣光休气纷五彩，千年一

清圣人在。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箭射东海。

在陕西的大美山河中，既然有了黄河，又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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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华山？那一曲华山脚下的豪迈与洒脱——华阴老腔，它

就是陕西最早的摇滚乐 !

除此之外，宣传片浓缩的陕西文化、关中美景等，这段

充满影视艺术与演绎创意的演艺，便来自于白鹿原影视城。

它包含着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班

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

旅游是对美好生活的体验，也是增进友谊的纽带。相信

通过本次推介会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会有更多的游

客走进陕西、了解陕西。陕旅集团也将不断丰富旅游文化内涵，

优化旅游环境，给到陕西的朋友带来惊喜和感动，让大家不

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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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文化走出去，彰显陕西新形象

陕旅集团携实景演艺扮靓新丝路

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一次跨越千里的

旅行感知。

随着激情豪迈的陕北腰鼓，西岳华山奇峰竞

秀，壶口瀑布呼啸奔腾，金延安展现出延安翻天

覆地的巨变。正当观众们沉浸在剧情中不能自拔

的时候，华阴老腔一声吼，为大家徐徐展开了渭

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画卷。在载歌载舞的现

场表演中，观众们领略到陕西旅游融古老与现代、

人文与自然、传统与时尚、休闲与体验于一体的

风韵特色，在时间与空间交错的瞬间，享受旅游

大省陕西的无尽魅力。

匠心铸造品牌  创新全域旅游产业大发展
作为陕西省省属大型国企的陕西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2 月。集团下属公司 40 余家 ,

现有职工近七千人，资产总额 100 亿元，成立 18 年

来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 7000 余万人次，综合经营收

入 180 亿元。

近年来，陕旅集团在“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全产业链发展”的战略指导下，不断深化改革，加

快企业转型发展步伐，建立起集团总部、二级集团

及三级公司的三级体制架构和两级管理机制，基本

成形全省文化旅游重大项目“王”字型布局。“王”

字型布局中，陕北“一横”以圣地河谷为中心，包

括圣地大剧院、文安驿、壶口文化景区在内的大型

文化旅游板块，关中“一横”以西安为中心，包括

太华索道、少华山、华清池、白鹿原、唐乐宫、金

旅城四海唐人街、航天总部基地、三桥老街·西城

往事、丝绸之路风情城、岐山西周文化景区等文化

旅游板块，陕南“一横”为汉中诸葛古镇、两汉三

国遗址文化区、龙岗旅游度假区及秦岭自驾游旅游

板块，另以福银、西汉为“一竖”。

在国家确立“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之际，陕旅

集团提出了向丝绸之路旅游文化产业的新航程大踏

步进军的战略思路，而这恰恰是陕旅集团树立文化

自信，践行文化走出去的真实写照。

树立文化自信  领航陕西文旅品牌走出去
让文化走出去，树立国人的文化自信，在当今

中国恰逢时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推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中国在全

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

影响力，关系“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重塑中国文化自信，大力推

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中国经济、外交和安全影响

力的扩展提供更加有效的软保护、构筑更有利的软

环境，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时代课题。

仅 2016 年陕西旅游集团积极响应国家“一带

营销宣传成果
■ 中华网、央广网、中国经济网、中国青年网、凤凰资讯

网和雅虎中国等 66 家中央、地方及门户站主流媒体权威

发布活动成功举办信息；

■ 国际 V 直播截至 2017 年 8 月 16 日 15:36 分的阅读量

为 9989 人次；

■ 郑州全视点、郑州同城会、媒体看中原和吃喝玩乐逛郑

州等 11 家本地资讯微博发布活动相关资讯；

■ 于楷林中心、海逸名门和五行嘉园等地发布了 40 块楼

宇广告；

■ 郑州市二七广场商城大厦 LED 大屏广告投放，170°  

完全覆盖整个五岔路口，在人流量密集的区域达到宣传效果；

■ 截至 8 月 15 日，国家级网站、河南主流报纸、广播电

视、网络媒体、直播等共计 80 余家报道，全网传播 + 报

纸 + 广播电视台，传播量超 7000 万次；

■ 河南省主要旅行社、自驾游机构、旅游电商、主流媒体

等约 200 人与会。现场观众超 500 人，场外观众千余人。

■ 现场微信扫描签到 449 人（部分领导和嘉宾未扫码签

到），推介会后，陕旅集团 300 张门票通过大河报官方微

信，1 天之内全部送出。

“豫见陕旅”
  广告投放展示与分析

一路”战略部署，深入贯彻年初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的“推广长恨歌模式”任务，立足文化特色，注重实景

体验，加大科技创新，改变观演关系，全面打造陕旅集

团文化演艺核心竞争力，

进军丝路演艺  助推魅力陕西彰显新形象
在关中、陕北、陕南地区，先后打造《出师表》、

《穿越道情》、《12·12》、《法门往事》演艺项目，

并拓展国内外演艺项目市场，实现集团核心力对外输出。

2017 年，集团陆续在省内将推出四台演出，在广西桂

林大剧院打造的《烟雨桂林》项目也将正式上演。

与此同时，陕旅集团充分利用每年一度的丝博会暨

西洽会和中国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不断推广自

身文化旅游品牌，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尤为值得一提的

是，目前陕旅集团演艺项目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多个国家，

威尼斯《马可·波罗》项目已进入选址立项阶段，加拿

大尼亚加拉项目已进行了市场调研。

在全社会迎来全域旅游时代的今天，在旅游产业进

入推动经济发展核心产业的大背景下，陕旅集团始终不

忘自身的企业文化建设和社会使命担当，将高举“文化、

欢乐、慈善”的大旗，战略思考、系统布局、勇于占领

制高点，在引领陕西文化旅游更好“走出去”的同时，

承担引领陕西旅游产业发展的责任，为游客创造更多的

旅行，创造更多的幸福。  

撰文 _陈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