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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高城市开放程度角度来说，思想观念的转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

需要一种开放的思维。孔子文化节恰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和窗口，通过这个平

台和窗口，可以把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引进来，并能广泛传播，从而产生城市

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
——— 济宁市委副书记 张术平

第二十八届孔子文化节特刊
13—20版

济宁市孔子文化节办公室
大众日报社济宁分社

大众日报济宁新闻编辑部
携手奉献

(上接13版)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大盛事，有力促
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首届尼山论坛开展
世界不同文明的对话，是学术性与民间性、国际性
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这些活
动的成功举办突出体现了孔子文化节极其鲜明的
儒家文化特色，使全国乃至全世界游客获得了独特
的文化旅游体验，也对整个文化旅游产业凸显特
色、增创优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积极元素。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

面利用好孔子文化节平台
《济宁新闻》：济宁是如何利用国际孔子文化

节这一文化品牌，来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发展的？

梅永红：2007年孔子文化节升格为文化部、教
育部、国家旅游局和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国家
级大型文化节庆活动，对于主办地济宁而言，其内
容不仅仅是祭拜先师孔子，还包括一系列的政治、
经贸、文化等交流活动，因此助推带动作用是多方
面的，也是十分显著的。

政治方面，以曲阜“三孔”和孔子文化节为纽
带，多年来我们曾多次接待世界各国驻华、访华使
节和代表团以及港澳台地区代表团，特别是今年8
月在我市举行的两岸孔子文化交流周和孔子第79

代嫡长孙孔垂长先生到访曲阜，为两岸文化交流
合作搭建起新的平台，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吸引力，加强两岸交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我们还通过孔子文化节与相关国家和地
区的城市缔结了友城关系，进一步拓展了我市的
对外交流渠道。

经济方面，近年来我们充分利用孔子文化节
这一平台，先后举办了海外联谊及经贸恳谈会、孔
孟颜曾圣裔恳亲联谊活动、中外知名企业联谊及
经贸恳谈会、世界儒商联谊及孔子文化节经贸合
作洽谈会、孔孟之乡国际旅游目的地营销及旅游
项目推介会等系列经贸活动，吸引海内外客商云
集“孔孟之乡”旅游休闲、经贸洽谈、投资兴业，促
成了一大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建设。

文化方面，每年的孔子文化节都会举办一系列
的文化、演艺、会展、科技等活动，特别是近几年，我们
策划了许多群众参与性强的活动。2010年的开幕式演
出由5000余人参加编创、1600余名演员参加，8个县市
区参与，促进了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取得
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山东省文博会济宁会场、中国
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的举办，吸引了数十万观
众前来参观；尼山论坛、世界儒学大会的部分演讲
和讨论，吸纳在校师生和儒学爱好者参与，并向社
会和媒体公开互动交流实况，激发了市民群众对儒
学的兴趣。每年文化节期间，我们还举行广场、社区群
众性文化活动，使人民群众在参与活动中汲取文化
营养，提升文明素质，分享文化节带来的成果。

打造“孔孟之乡”靓丽名片

济宁市委副书记张术平接受采访时表示———

发挥文化品牌带动效应
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张文倩

已经成功举办了27届的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如今已成为融纪念先哲、文化旅游、学术交
流、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品牌。

9月21日，济宁市委副书记、本届孔子文化节济宁市执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术平，就如何进一步发
挥孔子文化节的品牌带动效应，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科学发展接受了本报专访。

《济宁新闻》：2011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
节有哪些新举措、新亮点？

张术平：我们一直把孔子文化节当做一个能
带动济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品牌来精心设计
和运作，每年都有突破点和闪光点。不断创新办节
理念、办节形式，也是孔子文化节规模不断扩大、
影响不断提升的根本所在。具体而言，这届文化节
的新举措、新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地方性。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大哉
孔子》，全由济宁本土艺术家创作排演，融合了孔
子故里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艺术元素，体现着鲜明
的地方特色，展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

二是扩大参与性。以祭孔大典为例，仪式在大
成殿举行，受场所等条件限制，参与人数有限。这
届文化节，我们努力争取让每一个参加者都有机
会、有途径参与，通过敬献花篮、参加集体仪式等

不同方式，表达个人对孔子的敬意。
三是强调现代性。文化节期间举行的第四届

世界儒学大会，其学术演讲与学术研讨设置的议
题，都特别关注孔子文化思想、儒家文化与当代文
化的融通，关注其与当代社会、与世界文化的融
通，强调学术研究专业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发挥其
实用价值。

下一步，孔子文化节将在提升内涵、提升档次，
发挥关联效应、综合效益上下功夫。进一步充实孔
子文化节内涵，丰富其内容，充分发挥文化节在发
展文化产业方面的带动作用，把济宁丰富的文化资
源优势更充分地挖掘、释放出来，形成产业优势。进
一步发挥孔子文化节综合效益，推动旅游业等实现
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发展；同时，注重通过这一平
台，加强与重要战略合作伙伴的交流，促合作谋发
展。实际上，本届文化节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关键词：三个创新

《济宁新闻》：成功运作孔子文化节的经验有
哪些？给当地带来哪些效益？

张术平：孔子文化节经过27届的成功运作，形
成许多独特的经验和做法。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定
完善的办节模式，形成演艺板块、学术板块、会展
板块、旅游板块四大板块的系列活动，内容充实，
形式灵活，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聚集
效应、关联效应不断强化，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文化等发展方面，都收到显著效益。

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演艺效益。这些年来，开幕式的大型文艺

演出，都被雕琢打造成为立足本地文化资源的演
艺品牌，彰显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2008年的大型
原创剧目《孔圣·九章》、2009年的舞剧《孔子》，到
2010年集中展示济宁原汁原味民间艺术的《杏坛
儒风》，包括今年的《大哉孔子》，都是济宁当地文
化资源“集大成”的演艺精品。前几届的节目推向
市场后，都引起良好反响，取得可观的业绩。

二是学术效益。孔子文化节期间，将举办世界
儒学大会等多项学术活动。世界儒学大会至今年
已经是第四届，每届将有200名左右有全球影响力
的专家学者参与，带来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

交流研讨。这些专家学者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
不同国家和地区，扩大了孔子文化节的世界影响
力，文化节的学术效益得到高度张扬。

三是会展效益。文化节期间举办的文博会、专
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等，作为“节中会”，丰富了
文化节内涵，拓展了文化节外延，极大提高了文化
节的关联影响。

四是旅游效益。孔子文化节最初其实是个旅
游节庆活动，由“孔子诞辰故里游”演化而来。旅游
一直是文化节的关注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文化节
的最大受益行业之一。以曲阜为例，2000年之前，
曲阜每年游客的数量大概一二百万人，门票收入
两三千万；2000年之后，每年游客的数量增加到了
五六百万人，门票收入提高到近两个亿。这一方面
得益于曲阜交通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就是受益
于孔子文化节。孔子文化节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
的宣传平台，通过文化节提升知名度，曲阜吸引来
大批游客，大幅提升了门票收入。今年文化节还举
办了“高铁济宁行”旅游推介会，对济宁旅游业发
展必将起到极大推动作用。高铁曲阜站建成后，预
计全年游客数量能增加三分之一。

关键词：四大效益

《济宁新闻》：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济宁市正
谋求转型发展，孔子文化节对城市转型发展能起
到何种程度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张术平：济宁是一个资源型城市，要摆脱城市
发展单纯依赖资源的局面，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
发展，必须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城市发展全
面转型升级，孔子文化节在这些方面都发挥着独
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济宁市转型发展可谓“迫在眉睫”。作为一个
资源型城市，面临着繁重的经济转型任务；和开放
程度高的沿海城市相比，济宁市开放程度不高，面
临着进一步提高开放性的任务；作为一个内陆城
市，济宁还面临着扩大自身发展空间的转型任务。

就经济转型来说，由资源型经济转型非资源
型经济，主要内容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孔
子文化节的带动，整合济宁市文化、旅游等资源，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对优化产
业结构，推动城市向非资源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其作用是明显和巨大的。

从提高城市开放程度角度来说，思想观念的
转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需要一种开放的思
维。孔子文化节恰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和窗口，通
过这个窗口和平台，可以把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引
进来，并能广泛传播，从而产生城市转型发展的内
在动力。

在城市转型方面，济宁从一个滨河(京杭运
河)城市向滨湖(南四湖)城市发展，包括北湖生态
新区的规划、建设，同样也需要孔子文化节这个窗
口和平台，吸引战略合作伙伴。

关键词：全面转型

□本报记者 杜辉升
见习记者 王德琬
通 讯 员 周鲁宁

“十一”期间，济宁市结合“好客山
东休闲汇”的开展，为广大游客精心准备
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

曲阜市
吴村万亩枣园组织乡村趣味采摘活

动，举办打枣比赛，开展垂钓、野炊、采
摘等活动；曲阜孔子六艺城、孔子故里园
开展“尽享文化，惬意休闲”主题游园活
动，包括孔子六艺修习、民俗展演汇、非
物质文化展、开城迎宾礼、乡射礼、投壶
礼；勇闯谜题阵、启智游戏PK赛以及华容
道、七巧板、鲁班锁中国传统智力游戏PK
赛等活动；在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石门山、尼山、国家级农业示
范园九仙山等举行登山健身活动；在尼山
镇尼山水库举办垂钓活动。

邹城市
10月5日将于香城镇狼舞山风景区举办

2011“狼舞山景区”全国山地自行车越野
挑战赛；还将开展孟子故里修学、感恩之
旅活动。“十一”期间，游客可在“孟府
习儒馆”学习儒家思想文化精髓，在“孟
府感恩堂”聆听孟母“三迁择邻、断机教
子”故事，参观“妈妈的爱有多少”展
览；峄山景区还将举办“休闲国庆、登山
祈福“活动，同时举办峄山书法、摄影大
赛等系列文化活动。

梁山县
9月26日——— 10月10日，梁山景区将举

办“九九重阳赏美菊 天下老人聚梁山”
活动，在全国广泛收集优良的菊花品种，
邀请天下老人相聚梁山，登山赏菊，祈求
安康；黄金周期间每天开展“水浒文化大
看台”活动，安排景区独具水浒文化特色
的山东快书、莲花落、渔鼓、扬琴、古
筝、碗乐等民俗节目表演，游客可即兴参
与其中，表演自己的拿手绝活，跟表演者
现场PK；充分利用水浒文化的丰厚资源和
“水浒武术”的品牌优势举办“好汉竞技
大赛”；举办“好汉武艺大比拼”，游客

可报名参加“花荣射箭”、“张清飞石”
等活动；同时还安排了“威风锣鼓”、
“好汉迎宾”、“燕青打擂”、“扈三娘
比武招亲”、“醉打蒋门神”、“英雄聚
义”、“梁山功夫”等常规表演。

泗水县
策划推出欢庆重阳文艺大汇演、庆国

庆泗水县篮球赛、庆重阳全民健身体育项
目展演、圣源湖览胜和泉林泉群“赏泉品
茗”、“泉乡摄影展”等休闲娱乐活动；
推出泗水寻芳休闲一日游精品线路和花果
泗张“绿道”慢行线路；王家庄民俗村推
出民俗体验活动，邀请游客参与摊煎饼、
剪纸、扭秧歌等民俗活动；推出“城市农
夫”秋收系列体验活动，邀请游客亲自劳
作收获绿色安全的农产品。

汶上县
汶上宝相寺景区将开展祈福休闲之

旅，定期组织放生、撞钟和禅修活动，让
游客尝禅茶、品素斋；莲花湖湿地景区推
出水上娱乐、湿地体验、采摘捕捞、溶洞
探宝、湿地生态观赏等休闲活动；新上游
艇、游船、多人自行车、CS对战等设施，
水上“全民大闯关”项目每周末举办；汶
河度假区完善沙滩摩托、游船观光、农家
饭品尝等项目，组织开展汶河漂流。

金乡县
羊山景区开展秋之羊山美，好景大家

拍活动，县以上摄协会员凭有效证件可免
费入园拍摄，在景区游览的游客凡是留下
景区摄影作品者均可参加“好运转转转”
大奖游戏；还将开展共祝祖国好，红歌大
家唱活动，同时邀请现场游客参与演唱爱
国歌曲。

微山县
依托微山湖旅游资源，策划推出南阳

古镇风情游、渔家生活体验游、微山湖美
食游、捕鱼、垂钓、渔家乐等参与性活
动。

嘉祥县
在国庆节期间依托曾庙、武氏祠、青

山景区，推出曾子文化修学游、武氏祠汉
画像精品游等修学旅游产品和青山、法云
寺宗教祈福撞钟等活动。

济宁备好“十一”旅游大餐

□记者 张晓科 报道
游客乘着小舟在微山县南阳古镇游玩。

□记 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文倩 张誉耀

王德碗 报道
本报曲阜9月26日讯 今天，作为2011中

国 (曲阜 )国际孔子文化节的一项子活动，
“高铁济宁行”休闲旅游合作对接会在曲阜
举行，济宁市相关部门向来自北京、上海、
济南等6省市的旅游局领导及部分旅行社推
荐了济宁特色旅游资源和最新开发的高铁旅
游特色产品。

据了解，对接会后，与会代表将考察曲
阜三孔，邹城孟府、孟庙，梁山水泊梁山，
汶上宝相寺等景区，体验济宁市“人文经典
体验之旅”二日游产品，并将参加祭孔大典
活动。

京沪高铁开通后，与京台高速、104国
道和日东高速、327国道形成的高速交通体
系大大提升了济宁、曲阜的可进入性，使其
成为地域性客流中心和全国重要的“高速交
通枢纽”。高铁巨大的客流将产生强大的购
物、餐饮、休闲、商品和服务消费能力，直
接带动该地区旅游产业链条的完善和提升。

近年来，借鉴孔子文化节的办节模式，
济宁相继推出了邹城中华母亲文化节、汶上
太子灵踪文化节、微山荷花文化节、鱼台孝
贤文化节、梁山水浒文化节、泗水桃花节
等，独具鲜明文化特色的地方节会文化品牌
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一以贯之的文化脉络，
不仅是济宁文化旅游品牌化发展的灵魂，也
为济宁文化旅游朝集约、高端方向发展增添
了生机与活力。

济宁不仅以“孔孟之乡”闻名遐迩，还
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地，孔子、孟
子、颜子、曾子、子思子五大圣人的故乡。
如今，儒家文化、始祖文化、水浒文化、运
河文化、红色文化、佛教文化交相辉映，成
为济宁积极实施的“文化产业大项目带动”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济宁市旅游局负责人称，以孔子文化节
为平台，积极对接高铁旅游市场，有利于提
升济宁旅游的知名度，打造“文化济宁”旅
游城市品牌，使高铁成为济宁旅游发展的新
引擎，对正在开展的“好客山东休闲汇”也
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京沪高铁将会带来游客的大幅增加，
甚至会在某个时点出现井喷现象。但在看到
京沪高铁给旅游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沿线
城市也要积极应对挑战。”山东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研究员王志东认为,在京沪高铁开通
初期或孔子文化节、青岛啤酒节、泰山登山
节等重大节会活动时点，我省游客数量可能
暴增，这将给我省高铁沿线重点旅游城市的
旅游接待和综合服务能力带来巨大考验。

王志东表示，高铁沿线重点旅游城市，
要充分利用京沪高铁机遇，加强软硬环境建
设，塑造和提升城市形象，增强文化旅游业
的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成为旅客通过
高铁看美好山东的优质窗口。

孔子文化节
驶上高铁快车道

□吕光社 报道

西班牙游客在汶上礼佛广场参观游览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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