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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冰雪之都英雄之城 三登央视绽放魅力
—
——《魅力中国城》 抚顺战队第三轮竞演录制侧记

城市记忆：

一首歌影响一座城
起来！ 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义勇军进行曲》。 歌声久久回荡在演播厅内，
用我们的血肉去唤醒全国民众
现场的每一位中国人都热血沸腾、 热泪盈眶。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国歌激励咱， 抚顺永向前” “国歌精神代代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传， 抚顺英雄人人赞” ……随后， 舞台下的助
必须起而杀敌！
威团响起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
起来！ 起来！
为什么抚顺英雄辈出？ 为什么雷锋精神会
我们要团结全国民众，
从抚顺走向全国？ 这座被国歌深深影响的英雄
去战斗！ 战斗战斗！ 战斗！ 杀！
之城， 用实际行动给了世人最完美的答案。
这首由抚顺战队队员铿锵有力朗诵的 《血
“抚顺确实是一座英雄之城， 不管是血盟
盟救国军军歌》， 是在中华民族最黑暗、 最贫 救国军还是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杨靖宇， 还是新
弱、 最屈辱的时候， 在抚顺最早发出呐喊的声 中国成立后雷锋对我们的影响， 以及今天‘大
音。
国工匠’ 刁克剑，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的传
抚顺不仅是国歌母本的诞生之地， 也是英 承。”
雄辈出的地方。 第一个举起抗日大旗的孙铭
“我是伴着 《学习雷锋好榜样》 长大的，
武、 在抚顺誓死抗敌的抗日将领杨靖宇、 奔赴 那是我少年乃至青春时代的记忆。 其实我觉得
战火中的非洲的维和部队——
—雷锋生前所在部 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发扬雷锋精神， 发扬刁克剑
队、 创造了中国航空试飞史上多项第一的“试 的精神。”
飞英雄” 李中华、 享誉全国微电子领域的科研
“国歌也是一曲英雄赞歌， 抚顺三场竞
专家“大国工匠” 刁克剑……从抗日先烈孙铭 演一直在讲英雄故事。 前两场竞演在讲努
武到伟大的战士雷锋， 翻开 《抚顺英雄谱》， 尔哈赤这样的‘创业’ 英雄， 今天
追寻着英雄的脚步， 人们不难发现， 深受国歌 讲的是孙铭武、 杨靖宇这样的救国
影响和感召的抚顺， 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为国家 英雄，雷锋、李中华、刁克剑这样的
做出不朽贡献的抚顺人。
报国英雄， 英雄的精神在延续在传
第三轮竞演“城市记忆” 环节， 通过战队 递。这确实是抚顺的荣耀、抚顺的骄
成员、 演员吕梁等人的深情讲述， 演员的形象 傲。 我认为抚顺精神就是国歌的开头部
演绎， 合唱 《雷锋， 我们的战友》， 视频播放， 分和结尾部分的组合： 起来！ 前进！”
“大国工匠” 刁克剑真情道白等艺术手段， 再
“这样一首歌曲的诞生， 后来变成共和国
现了不同时期英雄的光辉事迹。
的国歌， 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是民族精神的
当上场的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 传承和继续。”
宏彬发出号令： 请全体起立！ 奏唱国歌！ 一时
评委嘉宾张颐武、 徐井宏、 蒙曼、 范周
间， 台上台下、 演员观众， 肃然起立， 高唱 都对抚顺这一环节的竞演给予充分肯定。

冰雪之都：

抚顺开启
冰雪奇缘
新颖的节目形式吸引全国观
众关注抚顺这座“冰雪之都”。

记者王丽敏
从国歌母本到雷锋精神、 从英雄之地到冰雪之都， 抚顺战队一路过关
斩将， 挺进 《魅力中国城》 第三轮竞演。 连日来， 抚顺战队在央视导演组
的指导下， 紧锣密鼓、 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的排练， 圆满地完成了 11 月
28 日在大厂影视基地 5 号棚的第三轮竞演录制。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高宏彬挂帅出征， 登上央视舞台， 率领抚顺战队高唱 《国歌》， 诠释抚
顺的城市精神、 展现抚顺的独特魅力。 在市委副书记、 市长杨维率队初赛
成功晋级奠定的坚实基础上， 抚顺战队取得小组第二名、 总成绩第八名的
骄人战绩。
竞演录制前， 在抚顺战队住地，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高宏彬， 市委常委、 副市长马国华， 市委常委、 秘书长李
中山， 看望慰问了抚顺战队成员。

演员饱满的情绪带动全场氛围。

竞演节目尽展抚顺冰雪资源优势。

魅力点金：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大家知道人类最早的滑雪起源地， 在哪个国
家吗？”
“中国！”
“冰雪运动发源于中国新疆阿勒泰。 在冰雪运
动的发源地举办一届冬奥会，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
同心愿。 2015 年 7 月 31 日，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我们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魅力点金” 竞演环节， 关于中国冰雪运动的
起源， 市委常委、 副市长马国华向观众娓娓道来。
为了让大家亲身感受到抚顺这座冰雪之都的独特魅
力， 马国华带领中国雪橇协会主席、 北京冬奥会组
委会顾问赵英刚， 中国第一位全国滑雪冠军、 从事
滑雪运动 60 年的单兆鉴， 世界短道速滑冠军梁文
豪及全国观众一同走进冰雪之城——
—抚顺。
北京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 给中国冰雪
产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据权威预测： 到
2025 年， 我国直接参加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 5000
万， 带动 3 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冰雪产业总规模达
到 1 万亿。 有专家说， 中国将迎来冰雪产业“黄金
20 年”！ 迎着这个黄金时代， 抚顺市委、 市政府从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出发， 围绕体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
主线， 大力发展冰雪旅游、 冰雪体育产业， 以申办
2024 年全国冬运会为契机， 正在全力打造“冰雪
之都”。
滑雪、 雪地摩托、 雪原骑马、 狗爬犁……时值
隆冬， 北方的这些冰雪项目更加令人向往。 在身穿

旗袍的冰上舞蹈队中， 从抚顺走出去的世界短道速
滑冠军梁文豪走上舞台。 “我是梁文豪， 我就是从
百里浑河的冰面上滑出来的。 现在， 家乡的冰雪项
目建设越来越完备， 已经拥有 4 座滑冰馆、 滑雪
场。 我希望家乡的冰雪产业越做越好， 为国家培养
出更多的优秀冰雪运动员！” 作为此次竞演的助阵
嘉宾， 梁文豪不遗余力地宣传、 推介着自己的家
乡。
雪花、 雪人、 冰雕、 轮滑、 滑雪板……身穿旗
袍的佳丽、 挥舞大旗的旗手等 20 多人在营造的冰
雪场景、 梦幻世界中自由畅快地进行着花样轮滑舞
蹈表演。 2015 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王紫凝一曲
《冰雪彩虹》 结束了本环节的竞演。 节目虽然结束，
但令人期待和神往的冰雪之旅正等待着全国人民前
来开启： 国歌唱响抚顺城、 冰雪之都欢迎您！
“好!” “太棒了！” “投抚顺！ 投抚顺！ 投抚
顺！” “冰雪之都、 雷锋之城。” …….在场外反送
区观战的高宏彬、 李中山等市领导及待场、 下场的
抚顺战队成员随着竞演的推进， 时而欢呼、 时而点
赞， 尤其是在最后环节等待投票结果的时候， 大家
屏住呼吸、 凝神注视屏幕。 当抚顺投
票结果居本环节四城之首时， 有的人
欢呼雀跃， 有的人喜极而
泣， 有的人拥抱庆祝。 那
一刻， 大家以大抚顺为
荣， 以身为抚顺人自豪！

《魅 力 中 国 城》进 行 时

“
试飞英雄” 李中华助力抚顺竞演。

评委嘉宾对抚顺竞演环节给予肯定。

“抚顺发展冰雪产业的优
势得天独厚。” 这是从事冬季
体育管理工作 ３0 多年、 到过
国内外著名的冰雪运动和旅游
胜地的赵英刚， 在随北京冰雪
运动专家团到了抚顺之后得出
的结论。
抚顺发展冰雪产业优势在
哪？ 不仅评委嘉宾热衷这个问
题， 现场 ２０ 家投资团的代表
也非常想知道答案。 马国华在
推介高湾冰雪体育旅游
小镇时， 向现场嘉
宾、 观众以及全国
人民详细地介绍了
抚顺发展冰雪产业
的优势： “一是区
位优势好。 小镇距
沈阳 30 公里， 对想到东北
滑雪的朋友们来说， 到高
湾小镇最方便。 二是冰雪
条件好。 抚顺冬季平均温
度零下 12℃， 冰雪 存 续 时 间 150 多
天， 造雪成本低。 三是发展基础好。
小镇紧挨热高乐园的‘万亩冰雪体育
炫动世界’， 辐射周边已建成的近 10
座雪场， 集聚效应明显。 四是旅游品
质好。 抚顺的满族民俗文化独一无
二， 将冰雪旅游和满族文化结合起
来， 可极大拓展小镇的底蕴和特色。
五是市场前景好。 200 多万抚顺市民
和 800 万沈阳市民， 是小镇最直接的
顾客。 长远看， 可吸引东三省、 承接
京津冀、 辐射全中国、 波及东北亚。
六是投资时机好。 辽宁经济正在筑底
回升， 政策洼地明显， 投资成本较
低， 正是投资抄底的好时机。 特别是
抚顺荣升‘首届十强魅力城市’， 将
是巨大的商机！ 朋友们， 8 分钟很短，
但从 2017 年到 2024 年举办全国冬运
会， 刚好是 8 个年头。 如果您通过刚
才的 8 分钟， 对抚顺的项目产生兴
趣， 那么， 我们将会用 8 年的热情服
务， 给您一份丰厚的回报， 我在抚顺
等你来！” 马国华热情洋溢地推介项
目， 并发出诚挚的邀请， 引起投资团
代表的热议， 纷纷提问， 表达投资愿
望。
刚刚与抚顺签订了投资高湾冰雪
体育旅游小镇合同的马迭尔集团董事
长刘瑞强， 满怀信心地说： “抚顺的
冰雪旅游产业很有前景， 我相信抚顺
的未来潜力巨大，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支持抚顺， 一起促进抚顺冰雪旅游产
业的发展！”
除了高湾小镇， 抚顺还推介了聚
隆滑雪小镇等冰雪产业项目， 受到投
资团代表的青睐。 文投控股、 国坛旅
游、 中文创投、 陕旅集团等投资团代
表相继向抚顺战队成员详细了解项目
在建、 规划、 优势等方面的情况。 ２０
家投资团 １５ 家亮灯， 表达投资抚顺
的意愿， 抚顺成为此次竞演四城市中
收获投资意向最多的城市， 为抚顺未
来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商机和资金支
持。
此次活动得到了市委、 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 得到了市人大、 市政协的
大力支持， 感谢省旅发委给抚顺提供
这次展示的机会和辛勤的付出， 在全
市人民、 各部门、 各县区及相关单
位、 所有参加 《魅力中国城》 抚顺战
队的工作人员、 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 此次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光荣
属于发展中的英雄之城！ 光荣属于奋
进中的抚顺人民！
本版摄影

记者杜季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