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1日上午，“黄龙音乐季” 合唱艺术周启
幕，黄龙洞景区“会呼吸的建筑”哈利路亚音乐厅
屋顶，12支合唱团，500人的队伍，在著名指挥家任
宝平的指挥下， 以最美声线穿越高山峡谷， 唱响
《同一首歌》。

“在这样一座与天地相融的建筑上，办一场与
自然交谈的合唱会，将高雅艺术与最美建筑结合，
碰撞出融合之美、天籁之美。”“黄龙音乐季”组委
会执行总监陈群介绍， 合唱艺术周开幕式本在室
内举行，开幕前夕，在讨论外部装饰时，有人提出
在屋顶设置一个LOGO，一下子激发了灵感，“屋顶
能不能办开幕式？”于是，他们迅速调整活动方案。

陈群说，“屋顶音乐会”创意引爆了舆论点，现
场图片传到海外，不少国外网友惊呼为奇迹。有网
友评论，“上房”不仅仅可以“揭瓦”，还可以“放歌”。

同样，在8月上旬的钢琴艺术周，一组田野中
弹奏钢琴的照片也被广泛传播。晨曦之下，田野之
间，翩翩少年指尖在黑白琴键上起舞，柔美音符越
过禾尖，飞向高山流水。

“艺术源于自然，也应回归自然。”陈群认为，
不管是声乐，还是器乐，不仅是殿堂艺术，更是自
然艺术。

著名钢琴家张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小插曲：8
月4日，钢琴周开幕的前一天，他正在瓜果飘香的
黄龙洞生态广场散步。突然间，自己作曲的一首曲
子飘过，弹奏如此娴熟。他还以为是某个参赛选手
在赛前演练，好奇地走近一问，却是一位普通游客
心血来潮所致。

为此，张维感慨，在山水之间举办音乐活动别

具一格，不分场合、年龄和水平，将高雅艺术接上
地气，触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陈群表示，考虑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交流性，
钢琴和合唱将作为音乐季永久固定项目，紧扣“竞
技、教育、快乐”宗旨，回归音乐的本质，打造一个
世界性音乐活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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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听天籁，让耳朵去旅行
———看“黄龙音乐季”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链接

文旅融合的经典之作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
———活力开放的典范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是世界5大综艺节之一， 也是
世界历史上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艺术节，创立于1947
年，所邀请的参展对象包括音乐、舞蹈、戏剧各领域中
的顶尖人士以及深具潜力的新秀。因此，也被公认为
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艺术节之一。

每年8月，英国北部素有“北方雅典”美名的爱丁
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艺术
节让这里的观光游客人数达到顶峰。来自世界各地的
一流文艺团体在此举行精彩演出，每年为爱丁堡市至
少带来了2000多万英镑的经济收益 ， 并且创造了
4000多个工作机会。

爱丁堡艺术节开放但不媚俗， 商业但不失品位。
如此带动经济增长、提高文化水平的艺术节，成为文
化与旅游融合的典范。

《太阳岛上》
———一首歌唱红旅游名胜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一首优美动人的 《太阳岛
上》，唱响大江南北，吹来清新自然之风，让松花江上
的哈尔滨太阳岛名声大振，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
名胜地。

太阳岛历史悠久。据资料记载，清朝康熙年间，太
阳岛曾是水师查兵和训练的基地。上世纪初，随着大
量侨民的涌入，岛上建起了度假别墅、餐厅和游玩娱
乐设施，成为哈尔滨多元文化一部分。

《太阳岛上》创作于1979年，由邢籁、秀田、王立
平作词，王立平作曲，郑绪岚演唱，歌曲轻松流畅，抒
情浪漫，旋律优美动听，配器新颖时髦，表现了当时一
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音乐的魅力，让太阳岛发展
成为集风景游览、文化欣赏、休闲度假、科学普及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带动了哈尔滨的旅游热。太
阳岛也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300多万人
次以上。

“张家界民俗文化活动月”
———魅力四射的狂欢

“张家界民俗文化活动月”始于2016年，10大主
题活动，10大日常活动，有千名民间艺人参与、近100
种非遗文化展演，是一次集中展示张家界民族文化和
民俗风情的“狂欢盛会”。

张家界境内聚居了土家、白、苗等46个少数民族，
多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浓郁而独特的民俗文化。“民
俗文化活动月”将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助推民族文
化走向世界，让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绝版风景，还可
以近距离、全方位感受原生态的人文之美。

去年，“民俗文化活动月”掀起旅游热潮，助力张家
界旅游首次突破6000万人次大关；今年，“民俗文化活
动月”通过万名“网红”直播，张家界再次名扬四海迎来
旅游热潮，暑期旅游接待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

8月10日，张家界黄
龙洞景区， 琴声伴着美
景悠扬。 熊宗喜 摄

廖声田 宁奎

田园放歌起天籁，万水千山总是情。
8月27日，第二届“黄龙音乐季”精彩谢幕。金色的秋日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俨然一个艺术之海，青山绿水，

溶洞广场，处处飘荡着音符，为中外游客奉献艺术大餐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文旅融合的深入思考。
业界纷纷好评，让耳朵去旅行，“黄龙音乐季”让旅游插上文化的翅膀，打造了文旅融合“生动样本”，

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经典案例。

旅游在世人心中， 无非就是到处领略自然景
观、民俗风情、人文建筑、历史文化等，很少将音乐
特别是高雅音乐艺术联系在一起。

然而，以旅游策划“大手笔”而著称于旅游界
的叶文智却做到了，而且发挥到极致。

“定海神针亿元投保”“穿越天门”“会呼吸的
建筑”“棋行大地”“乡村音乐节”……一直以来，叶
文智大胆颠覆与创新，在大湘西“腾龙起凤”中，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谈及主办音乐季的初衷， 叶文智娓娓道来。
2003年， 中国著名围棋九段棋手常昊在“棋行大
地”活动中被韩国棋手曹薰铉击败。微微细雨中，
音乐缓缓响起，常昊情不自禁流下了泪水。这给叶
文智极大震撼，“见惯风浪的世界冠军， 竟然会被
音乐击中，可见音乐艺术的力量。”

“以纯风景取胜的张家界，必须注入人文内涵，
而最主要的元素就是音乐。”叶文智认为，音乐让人

快乐、让人震撼，怎样把音乐与张家界的青山绿水融
合，带给游客更丰富的体验，值得思索和实践。

基于对张家界山水的执著与热爱， 叶文智埋下
的这颗文旅融合的种子，悄然生根、开花、结果。于
是，“黄龙音乐季”成为“让耳朵去旅行”的创新之举。

2016年8月， 首届“黄龙音乐季” 就惊艳世
人———5大项目，3万多名参演选手，单项资助金达
到10万元，一开场就奔着世界级的水准而去。

今年8月5日开始的第二届“黄龙音乐季”更是火
花绽放，专注于钢琴、合唱两个项目，有国内外62名
顶尖艺术家参加评审，万余名选手齐聚，并设置大师
班；400余万元的艺术发展资助金，最高单项资助金
“飙升”至18万元，开国内外同类活动先河。

“今后，每年8月的第一个周末启动音乐季，雷
打不动。”叶文智说，“音乐季既是为国家培育高水
准的艺术人才，也是以承接文化旅游为目的，使之
成为文化经典和中国文化旅游发展史上的标识。”

“以国际化的音乐活动作为催化剂， 必将丰
富旅游元素，拓展旅游市场。”作为两届音乐季评
委，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李培智趁此机会，抽空
饱览了张家界山山水水。他说，要把张家界打造
成人间天堂， 离不开音乐， 这样才能带动旅游，
“黄龙音乐季”有亮点，很震撼，是一个很好的尝
试。

李培智告诉记者一个细节， 合唱艺术周期
间， 广州小海燕合唱团20多个孩子在张家界呆8
天时间，每个孩子背后至少有父母亲友5人以上，
吃、住、行、娱、购、游全面带动张家界旅游消费，
这个团队不仅仅是合唱团，俨然一个大型旅游消
费团，这样的团队广州就有5个，而整个合唱艺术
周，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合唱团队有122个。

“这就是品牌活动的聚光效应，让张家界旅
游人气节节攀升。” 张家界民间国旅总经理赵少
华介绍，他们8月份所接待的游客中，有3成是奔
着音乐季而来，有的参赛、有的助阵、有的学习。

数据显示，今年8月，黄龙洞景区游客接待量
较上月就增长15万人次。而整个张家界，因为音
乐季的带动，至少增加旅游人次100万。赵少华认
为，未来，旅游+音乐，年年持续发力，“黄龙音乐
季”将成为文化产业化的经典案例。

同样，主打“音乐摇篮”的音乐季，也成为艺
术培训市场发展的“助推器”。

整个暑假， 张家界贝尔琴行都是“高朋满
座”。负责人张旭刚介绍，钢琴参赛选手为了保持
手感，随时都要练习。钢琴周期间，张家界各大琴
行都爆满，连各大院校音乐室也不空闲，孩子们
早上5点起来排队，父亲买早餐，母亲陪练，有的
排队到9点才有练习机会，收费达到每小时40元。
他说，音乐季的高水准、高投入，必然会对钢琴、
合唱培训市场产生积极影响，钢琴周期间，珠江
钢琴厂还专门调运了100多台钢琴供应张家界，
满足市场需求。

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歌剧院是城市文明的标
志。 当前，“黄龙音乐季” 还在起步摸索阶段，未
来，这种“旅游+音乐”的模式如何发展，李培智建
议，把钢琴、合唱活动的档次再提高、规模再扩
大，张家界要有一个专业、高规格、高水准的音乐
厅， 吸引世界各地音乐顶尖人士和新秀前来，这
样借助音乐季，带动旅游，相信张家界在全世界
地位会更高。

“这是发展全域旅游，改革需求侧的一次有
效尝试。”叶文智坚信，未来，就以“爱丁堡国际艺
术节”为对标，一年一度，持续发力，以“黄龙音乐
季”为助力引擎，带动旅游、艺术、培训、消费等多
行业发展， 立志用10年时间，将“黄龙音乐季”打
造成中国的“爱丁堡”和“格莱美”。

2�高雅与自然相融，让音乐回归田野

3� �艺术与市场相融，成为创新
发展文化产业的经典案例

8月21日上午， 张家界黄龙洞景区哈利路亚音乐厅屋顶， 500人齐声歌唱， 拉开了黄龙音乐季国际
合唱艺术周大幕。 向韬 摄

� � � � 8月25日， 合唱团在张家界黄龙洞风景区生
态田园表演。 吴勇兵 摄

1�文化与旅游融合，再挥营销大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