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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风，大宋“潮”，最开封。
一条黄河，从开封头顶流过，

创造了神奇的人间悬河和城摞城
奇观。

一幅名画，把东京汴梁展现，描
绘了大宋的盛世清明和东京梦华。

一座城市，因河而生缘河而兴，
成就了以古闻名、以新出彩的宋韵
开封。

让我们一起走进开封，一日梦
回千年。

请漫步黄河生态廊道，看大河奔
流去，望长河落日圆，感悟因黄河孕
育而生的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品格。

请穿上宋服，到清明上河园体
验宋式生活，开封府做一回包公断
案，天波杨府和杨家将一起操练，万
岁山结识天下英雄好汉，领略北宋
盛世繁华。

请乘坐御船，畅游北方水城，品
读宋词乐舞，欣赏大宋上元灯会，品
味华夏历史文明经典。

请到小宋城、鼓楼夜市，品尝宋
式美食，在七角八巷寻找最美乡愁。

道不完的开封故事，说不尽
的黄河情缘。请您来开封吃“开”
游“汴”！

去开封，看梦华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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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四月天、大河花正开，欢迎大家在黄河之滨
“豫”见郑州、共谋发展！郑州这座古今辉映、生机勃勃
的国家中心城市将带给大家什么，在这有限的时间里，
我用“山河祖国”四个字推介四条城市精品旅游线路：

第一条：看“山”，中岳嵩山、天地之中。走进它，探
访天下第一名刹少林寺，程朱理学发祥地嵩阳书院，中
国最早的天文台观星台，国之瑰宝汉三阙，在世界文化
遗产“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研读厚重中华文化！

第二条：亲“河”，母亲黄河、民族之魂。在郑州沿黄
160公里河畔，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感受大江大河情怀，
领略河洛汇流太极奇观，聆听楚河汉界马鸣萧萧，徜徉
沿黄百里生态绿廊，在黄河博物馆、花园口景区、“只有
河南”剧场倾听讲不完的“黄河故事”！

第三条：拜“祖”，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敬拜他，在具
茨山追寻先祖的创业建都历程，在《黄帝千古情》穿越之
旅中感悟华夏文明的恢宏史诗，在“三月三、拜轩辕”的
盛况中，共筑华夏儿女“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
精神家园！

第四条：访“国”，河洛古国、文明之源。来一次不同
寻常的访问，在双槐树遗址、大河村遗址、商代王城遗址，
追寻古老中国记忆，解密中华文明起源。跨越5300多年
的历史时空回到现实，在航空枢纽感受郑州开放、高铁东
站网红打卡、中大门“买全球卖全球”、如意湖畔漫步泛
舟、郑州大剧院品味文化盛宴，感知这座城亘古不变的澎
湃活力！

山河祖国，未来可期！郑州一个来了都说“中”的地
方等着您！

去郑州，看华夏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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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冯芸 马涛）4月 13
日晚，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开幕式在郑州举
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出席并宣
布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开幕。省委书记王国生、
代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刘伟出席。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刘军川，中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顾伯平出席开幕式。

黄河文化月活动是在中央和国家部委指导
下举办的，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打造展示黄河文化的载体平台，讲
好黄河故事，坚定文化自信，共同唱响新时代

“黄河大合唱”。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在致辞中

向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黄河宁，天下
平”，自古以来，黄河都维系着安民兴邦。进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
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
的部署，开启了黄河流域发展的现代化新征
程。举办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是我们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的有益探索，目的是打造一个向世人展
示黄河文化的载体平台，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我们愿与大家精诚合作、携手
共进，共同把这一平台打造好、发展好，努力使
其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文化
标识和战略支撑。

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嘉毅在

致辞中代表甘肃省委、省政府向活动的举办表
示祝贺，他说，黄河文化月活动在河南举办，为
黄河全流域文化交流搭建了优良平台，对深入
挖掘黄河文化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具有回顾历史、继往开来的重要意
义。甘肃文化遗迹众多，黄河资源丰富，希望通
过黄河文化月活动，与各兄弟省加强交流、联通
联动、务实合作，传承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黄
河文化、中国文化，共同把黄河文化打造成中华
民族的重要文化标尺和精神支柱，为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文化发展、文化繁荣贡献应有力量。

副省长何金平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关心支
持河南发展的嘉宾朋友表示感谢，并简要介绍
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为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时关于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经整合原有多项活
动，谋划举办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旨在搭建
黄河流域各省（区）综合性文化交流平台，打造
联动九省（区）、辐射全国、影响世界的国家级文
化活动品牌。相信通过共同努力，黄河文化月
一定能够办成凝心聚力、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的
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开幕式上，发布了“河之魂”“艺之萃”“地之
灵”“城之魅”“人之杰”五个方面的主题活动。
沿黄九省（区）媒体代表共同启动了“黄河之声”
宣传矩阵。

黄河文化月从 4月 13日持续到 5月 8日，
共举办 9项活动，包括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系列文化旅游活动、
黄河珍宝——沿黄九省（区）文物精品展等。

穆为民、江凌、赵素萍、周春艳、李英杰出席
开幕式。黄河水利委员会，沿黄九省（区）宣传、
文旅部门有关负责人和拜祖大典嘉宾等参加。

郑州市领导侯红、张延明、周富强、杨福平、
牛卫国、黄卿等参加活动。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 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开幕
齐续春王国生王凯刘伟出席

三座城 三百里 三千年

听！郑汴洛市长为城市“代言”
朋友们好！很荣幸能够为大家当一回“导

游”，一起走进“古今辉映、诗和远方”的洛阳。
走进洛阳，就是回到了温暖华夏的精神家园。

历史上 13个王朝建都洛阳，留下了举世罕见的“五都
荟洛”奇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展示“最早中
国”。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再现“盛唐气象”。

我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条线路，就是“最早中国、盛
世隋唐”。在洛阳，走一走老城老街，踩一踩秦砖汉瓦，
就能体验穿越千年的历史奇旅。走进洛阳，就是步入
了琳琅满目的珍宝殿堂。第二条线路是“东方博物馆
之都”。我们依托 3 项 6 处世界文化遗产和 165 家国
保、省保单位，串珠成链打造“东方博物馆之都”，102
座博物馆星罗棋布、各具特色，越来越多人为了一座博
物馆来到这里，爱上洛阳。走进洛阳，就会流连于绚丽
多彩的山水画廊。第三条线路是“河山拱戴、胜甲天
下”。洛阳山水秀美多姿，白云山人间仙境，鸡冠洞鬼
斧神工，小浪底烟波浩渺，老君山引人入胜，小游园遍
布城区，满眼皆绿、处处美景。走进洛阳，就会惊艳于
国色天香的锦绣花海。洛阳牡丹雍容华贵、富丽端庄，
十多家大型牡丹园里种植着 1300多个品种的牡丹，每
年四月便是花的海洋。我为大家推荐的第四条线路便
是“国色天香、牡丹花城”。

来到洛阳，你还可以到应天门看一场灯光秀，到洛邑
古城品一品非遗文化，到天心产业园和十字街寻一寻洛
阳美食。相信洛阳一定会让您来了不想走、走了
还想来。

古今辉映、诗和远方，洛阳欢迎您！

去洛阳，看盛世隋唐！

“山河祖国”情相连
九州龙吟同礼乐

——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开幕式侧记

5版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今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日长风

暖，溱洧之滨柳色青。又是一年三
月三，今日上午 9时 20分，辛丑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省郑州
市新郑黄帝故里举行。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河
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河南省委员会、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
谊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联合主
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
员会承办，新郑市人民政府执行。

大典仍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
和睦和谐”为主题，坚持现场拜祖和

网上拜祖同期举办、黄帝故里拜祖
与境外分会场拜祖统筹联动。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凤凰
卫视9:20开始直播，河南卫视8：56
开始直播；郑州广播电视台及其他
17 个省辖市广播电视台同步转

播。并在人民网、新华网、腾讯、新
浪等进行视频直播。创作拜祖大
典音视频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
台分发传播，线上线下齐动，大屏
小屏互映,实现电视直播与网上拜
祖的无缝衔接互动。敬请关注！

本版图片为郑报全媒体记者本版图片为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马健周甬周甬 摄摄

“黄河文化月月初开了一个不一样的
新闻发布会，今天又办了一个不一样的开
幕式。”

“这就是最厉害的宣传，塑造文化！”
“看完开幕式一定再看拜祖大典！”
4月 13日，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开

幕式在网络上引发关注。

是什么催生了“黄河文化月”现象？
4月13日20：00开始的中国（郑州）黄

河文化月开幕式，由央视著名主持人任鲁豫、
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米娜主持。节目一
开播就在微博上排名全国直播榜第二
名。网友们纷纷点赞开幕式“超出想象，
不同凡响”。

“这是我看过最不一样的开幕式，郑
州、开封、洛阳市长 TED 演讲推荐旅游
精品线路，美轮美奂的舞台艺术让沿黄
九省的文物活了起来，让黄河文化活了
起来！”

应广大网友强烈要求，开幕式直播连
播两遍，观看人次达到了430.8万。

“这就是最厉害的宣传，塑造文化！”在
B站直播时，网友对黄河文化月开幕式一
致赞誉，称“看完开幕式再看拜祖大典！”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4 月 14日 00:00，
“黄河文化月”相关网页信息、评论数据等累
计 185625 条，其中 微博 90956 条，客户端
46406 条，网站 13245 条，（下转二版）

数据持续上升，黄河文化月开幕式火爆全网

不一样的新闻发布会催生不一样的开幕式
本报记者 秦 华

今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