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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繁荣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目

前"文化已成为我市一项支柱产业!

34!,

年

年初"陈楚文化创意产业园建成投用! 同年
5

月"鹿邑曲仁里文化产业园被命名为省级文

化示范园区!记者从市文广新局了解到"

34!,

年
+

月河南省公布的文化产业
64

强"我市占

6

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4

个"我市占
+

个#

省文化产业特色乡村
"

个# 省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
+

个#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

个!

在文化繁荣的氛围下"各县市区都积极

挖掘本地文物资源" 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

得文化旅游业成为周口经济发展的一个亮

点!特别是以
"1

级景区淮阳太昊陵$鹿邑太

清宫和
,1

级景区周口关帝庙等为代表的一

批文物景区" 是我市发展文化产业的亮点"

愈来愈显示出其永久不衰的文化魅力"吸引

越来越多的人来我市观光旅游$ 寻根谒祖!

周口市区%%%淮阳%%%鹿邑&三点一线'$周

口市区%%%项城%%%淮阳旅游&金三角'$沙

颍河沿线旅游线热度不减"以项城袁世凯旧

居$扶沟吉鸿昌故居为代表的近现代史迹游

也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就是周口文化的魅力"它作为一种

软实力"对于一个地区来说"是综合竞争力

的重要体现"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

撑! 周口正迈着坚实的脚步从文化资源大市

向文化强市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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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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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昊伏羲氏在这里建都!定

姓氏 !制嫁娶 "相传女娲氏定都

于此!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炎帝

神农氏尝遍这里的百草# 东晋太

傅谢安 $文学家谢灵运 $现代民

族英雄吉鸿昌$历史名人袁世凯

等!都是周口人# 自古以来!%文

化&都是周口民众敬仰$敬畏$敬

重的字眼# 周口!这座豫东平原

大市! 立足丰厚的文化资源!大

力发展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文

化旅游! 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提

高全民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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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河在周口大地缓缓地流出

+444

年的灿烂文明!&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

看西安"六千年看周口( '太多周口人这么骄

傲地介绍自己的家乡! 不信听听"盘古开天

辟地$女娲造人$伏羲画八卦$神农种五谷的

神话传说"看看太昊伏羲陵$平粮台遗址$孔

子弦歌台$女娲城遗址"感悟周口
*"""

年文

明! 越调$豫剧$道情$曲剧$坠子等传统戏剧

曲艺"这些都展示着周口的悠久历史和厚重

文化!

太昊伏羲氏"见证民族血脉姓氏文化#炎

帝神农氏播种的五谷诉说着民以食为天的

农耕文化!周口依托历史文化优势"进行文化

深耕"塑造周口文化品牌"先后被誉为中国书

法之乡$中国戏曲之乡$中国杂技之乡!此外"

周口还是中国龙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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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堤边$社区内"有周口人绚丽的舞

姿#在博物馆$图书馆"有周口人学习的背影!

今年
5

月"由周口市群艺馆承办的&周末

公益剧场'特别节目%%%第二届百姓健康舞

大赛现场" 来自全市的
""

支队伍报名参赛"

他们都没有舞蹈基础"但凭着对舞蹈的热爱"

伴着音乐盛装登场"她们舞步整齐$动作流

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记者了解到"不少健身队队员都是首次

登台"毫无经验! &想到上台"俺们好多人腿

都打哆嗦哩( '项城市滨河健身队现场拉票

时在台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但我们爱

跳舞"我们就是想舞起来"我们就是要身体

健康'(

据周口市群艺馆馆长王成东说"&这只

是周口文艺活动的一个缩影")周末公益剧

场*如今已经是周口文化的一张名片"带动

了越来越多的周口人舞起来"给热爱文艺的

周口人一个展示的平台! '据悉"&周末公益

剧场'自
344#

年
"

月创办以来"至今已持续

演出
6

年多"每周五都会有精彩的文艺节目

供市民观看"&周末公益剧场'还荣获全国群

众文化活动政府最高奖%%%群星奖"被评为

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不仅仅是城区的居民能享受到文化大

餐"&舞台艺术送农民'上半年演出
6+

场"送

戏下乡演出
764

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完成

农村电影放映
3+"33

场"让生活在农村的村

民也享受到了文化大餐!

34!4

年我市投资
38"

亿元建成的周口

市文化艺术中心" 填补了我市无市级图书

馆$博物馆的空白"并对市民免费开放! 节假

日"这里成了市民的好去处"他们漫步在博

物馆的时空隧道里"遨游在图书馆的知识海

洋里! 今年以来"周口市图书馆为市民办理

图书借阅证
!674

个" 接待读者达
36

万人

次"借阅
,4

万册次"周口市博物馆接待观众

,6

万人次!

除周口市博物馆外" 平粮台古城博物

馆$项城市博物馆$鹿邑县博物馆$扶沟县博

物馆$吉鸿昌将军纪念馆$商水县邓城叶氏

庄园民俗博物馆$ 郸城中原民俗博物馆等
5

家国有博物馆和两家民办博物馆均对公众

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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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人文化综合素质普遍提升"文化品

位越来越高"有力地促进了我市文艺创作的

繁荣!

通过全市大力实施精品战略"+都市彩

虹,$+都市长虹,$+都市霓虹,$+天职,$+山

城母亲,$+云锦人家,等精品剧目摘得国家

级$省级$市级
34

个大奖! 还有"+公仆情,$

+富裕之后,$+农家媳妇,$+状元吟,等从整

体作品到导演$音乐创作$舞台美术等多个

项目获全国大奖! +山城母亲,作为河南省

代表剧目晋京参加党的十八大献礼中成功

献演!

34!,

年
!4

月"我市创作的剧本+古城

女人,和+圣水河的月亮,在参加山东青岛举

办的第十四届 &文华奖 '评选中 "分别荣获

&文华优秀剧目奖'和&文华剧作奖'! 太康道

情 +婚姻驿站," 在参加第十届中国艺术节

&群星奖'戏剧门类作品全国决赛中"获得政

府最高奖%%%&群星奖'! 商水县豫剧团排演

的现代豫剧+天职,"在全国第八届戏剧文化

奖评选中荣获全国戏剧文化奖$原创剧目大

奖等
!4

个奖项! 在第九届全国杂技大赛上"

周口市杂技马戏团参赛节目 +空中飞人,获

大赛特别奖! 豫剧+山城母亲,从全省推荐的

三台戏剧中脱颖而出"作为河南省唯一剧目

参加第十三届中国戏剧节"获得优秀剧目奖

和优秀表演奖!

与此同时" 我市文物资源保护与开发

也在扎实推进! 通过历时
6

年的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全市共发现文物点
,##"

处"其中

新发现文物点
,,3#

处"复查
66+

处"进一步

摸清了全市文物资源家底"巩固了我市作为

全省文物资源大市的地位! 国保单位
!,

处"

省保单位
,#

处"市保
7,

处"全市国有馆藏

文物达
!!

万件"其中文物系统
6

万多件"包

括珍贵文物
"644

余件! 这些丰富的文物资

源"为我市发展文物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了

资源支撑!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 我市

逐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的四级非遗工作

体系! 目前"已有
7

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有
,"

项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6

名"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
36

人! 此外"我市连续
6

年

成功举办了 &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演'" 该展演已成为省内外知

名文化活动品牌!

3495:;<

核心

提示

第二届百姓健康舞大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