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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霜造就菊城花，不尽风
流写晚霞。中国（开封）第33
届菊花文化节已过一半，近期
天气尚好，且菊花已进入盛花
期，国家5A级景区、菊花文化
节主会场——开封清明上河
园景区等你来赏菊！

满园的菊色缤纷，满园的
菊香四溢。此次展出的菊花
不但品种多，而且色彩丰富，
几乎包罗了色谱中的所有颜
色。黄菊雍容华贵、金光灿
烂，红菊热情奔放、绚丽夺目，
白菊淡妆素裹、清新宜人，绿
菊晶莹剔透、娇艳欲滴，黑紫
色菊花端庄凝重、极具魅力。
参展菊花的姿态更是令人叹
为观止，有的像彩带飞舞，有

的像圆珠含抱，有的如龙爪挺
伸，有的像性感的模特，有的
似一箩筐鸡蛋，有的似华丽的
蛋糕，姿态万千，叹为观止。

满园的菊花花海，不仅吸
引了中外游客前来观看，也吸
引了众多学生团队来清明上
河园秋游，在最美的景区里找
寻最有趣的课堂，收获不一样
的知识。

此外，晚间的大型水上实
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仍在
继续。梦幻的场景、周末的一
票难求、较好的品质保证，让
你清园的行程记忆满满。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
尽更无花。抓住深秋的尾巴，
最美的清明上河园在这里，菊

花盛开，等你前来。“汴梁菊花
甲天下，清园归来不看菊”！

清 明 上 河 园 电 话 ：
0371—25663819

菊花进入盛花期 清明上河园菊展惊艳

到“吃货的天堂”武汉户部巷
吃正宗热干面、三鲜豆皮、鸭脖子，
乘坐江汉朝宗豪华游轮航行在宽
广延绵的长江上，览尽长江看汉
江，感受两江四岸的繁华魅力；走
在流光溢彩的楚河汉街、“最美老
街”昙华林，恍若梦境；看过黄鹤
楼、武汉长江大桥等景观的沧桑，
再到著名的东湖听涛风景区“静一

静”……
河南省中国旅行社携手武汉

市旅游局、武汉江汉朝宗轮船旅游
有限公司强强联手推出武汉“两江
游”周末旅游直通车，大美长江，水
上武汉，豪华游船，亲水体验，喜欢
出游的朋友，福利来了！

武汉“两江游”周末2日游行
程舒适，景点丰富，陆游九省通衢

之武汉，水览两江交汇之夜景，江
汉朝宗豪华游轮倾情为游客提供
至尊服务！享受星级美食、江上饮
酒品茶、观两岸醉美夜景、感受大
江东去的豪迈！

河南省中国旅行社、河南南湖
国际旅行社均可报名

直通车热线：
0371-88885591 65976918

2015年焦作红叶节10月13
日在国家5A级景区青天河盛大开
幕。目前，青天河靳家岭十万亩红
叶已进入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状
态。红叶节期间，青天河景区推出

“面向社会开放千年古刹月山寺”、
“金秋十月结婚免费赏红叶”、“红
动世界开红车穿红衣免费赏红叶”
等多项惠民政策，近日，景区又将
80元的门票下调至70元，必将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赏叶。

青天河红叶面积大，恢弘壮
观。十万亩红叶林覆盖区内3868
座峰岭沟崖，霜至横溢竖溅，映红
蓝天；青天河红叶品种多，既有南

方灿烂的栌叶，又有北方火红的枫
叶，更有树龄达2500余年的黄栌
王，种类齐全，兼容南北；青天河红
叶周期长，景色分明，可观性强。

青天河地处晋豫两省交界处，
温差较大，红叶观赏时间长达两个
月（9月25日~11月30日）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看红叶五彩斑斓，第
二阶段看红叶层林尽染，第三阶段
看红叶万叶飘丹。姿态万千的红
叶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惊艳绝伦
的绚丽画卷，漫步其中，仿佛进入
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青天河，红叶海，红动中国”，
金秋，踏着焦作红叶节的音符畅游

青天河。
自驾路线：郑州—郑焦晋高速

—焦作西—焦克公路（约 5 公
里）—博晋路—青天河景区

景区热线：0391-8972910

到户部巷品尝小吃、乘坐江汉朝宗豪华游轮、去东湖听涛“静一静”……

武汉市旅游局邀你周末畅游“大江大湖大武汉”

11月 1日，郑州方特首届
万圣节主题夜场完美落幕，为
期两天的活动引爆全城，共接
待游客 6.3 万人，这是方特继

“七夕”主题夜场之后推出的又
一成功夜场。10月 31日万圣
之夜当日，游客接待 4.5 万人
次，更是创下园区开业以来单
日接待历史新高。

活动期间，方特欢乐世界
以南瓜灯、鬼怪为整体装饰，园

区活动惊悚升级，七大鬼蜮、八
大鬼秀、九大鬼王引爆游客尖
叫连连，门前生化危机场景逼
真吓人，特设“鬼屋”让游客爱
恨交织，僵尸、鬼护士、鬼新娘
等各色鬼怪全园区出没搞怪，
为游客呈现一个惊艳的万圣之
夜。“接下来我们将筹划圣诞节
主题夜场，以满足广大市民游
玩的需求。”方特工作人员透
露。 记者 魏国剑

国家5A级景区、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开封清明上
河园景区昨天传出消息，截至
10月底，该景区提前两个多月
完成去年全年游客总接待量，
再次刷新经营业绩！

据清明上河园景区负责人
介绍，2015年1~10月，该景区
共接待游客239.3万人，同比增
长17.8%，超过去年全年接待量
10万余人，表现出文化主题景
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一直以来，清明上河园秉

承“再现千年历史画卷，建设国
家精品景区”的质量方针，以
5A标准为基础标准，不断在强
化服务理念、提升景区品质方
面创新与超越。在做好日常服
务的同时，强化品牌引领作用，
不断提升景区的品质和内涵，
打造日臻完善的产品体系，推
出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始终
以游客为关注焦点，全力铸就
游客满意体验，使得今年的经
营呈爆发性增长态势。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姗

10月28日上午，山西运城
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在郑
州举行以“古中国·新运城”为
主题的旅游推介会，河南省旅
游局旅游促进处处长张毅兵、
运城市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局长
李苏杰以及运城、郑州两地的
旅游企业和媒体代表共300余
人参加推介。

李苏杰介绍，运城市位于
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黄河金
三角中心地带，是三国蜀汉名
将关羽的故乡。这里旅游资源
丰富，不但有关帝庙、李家大
院、鹳雀楼、普救寺等历史人文

景观，还有舜王坪、皇姑幔等山
岳景区与运城死海等特色景
区，是一个适合观光旅行与休
闲养生的旅游目的地。

与以往常见推介会不同的
是，这次别开生面的推介会加
入了诸多文化与民俗元素。推
介会上陆续推出体现运城当地
民俗民风的歌曲、杂技、舞蹈等
不拘一格的表演，尤其是精彩
的高台花鼓表演和盐湖死海景
区的黑泥走秀，让与会者感觉
在体验一个文化盛餐，赢得了
现场阵阵喝彩。

记者 魏国剑

10 月 31 日，焦作市旅游
局、博爱县政府主办，上海景域
国际旅游运营集团、博爱青天
河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联合承办
的2015中国博爱“全域旅游＋”
高峰论坛在博爱县举办，由景
域集团总裁助理兼市场部总经
理任国才带队的景域专家团队
和国内旅游业各细分行业领军
人物共20余人参加此次论坛。

论坛前，焦作市委副书记、
市长谢玉安接见了由任国才带
队的旅游专家团队，双方围绕
焦作打造中国养生地、培育世
界太极城，加快服务业发展，提

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以及
加强文化产业开发、打造高端
旅游产业、建设智慧旅游平台、
发展“互联网+”全域旅游、驴妈
妈国际旅行社落地焦作等进行
了深入沟通交流。

论坛上，任国才提出的全
域旅游应该利用“互联网＋”思
维模式，突破区域、空间限制，
以及景域集团奇创旅游规划机
构副总经理杜杰阐述的发展全
域旅游四个关键词“全景、全
时、全业、全民”，均得到与会嘉
宾的一致认可。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陈亚洲

备受瞩目的电视片《奔跑吧兄
弟》在洛阳录制，让不少洛阳景区
受到关注，在上周五第三季第一期
播出中，“跑男洛阳”新浪官方微博
话题讨论量达到6000万次。此次

“跑男”节目的策划，加入了一个城
市的文化元素，牡丹、天堂、明堂、
定鼎门等纷纷走进观众视野，其中

11月6日即本周五晚即将播出的
“跑男”泡温泉节目，则是在洛阳凤
翔温泉录制的，这也是“跑男”首次
走进温泉景区录制节目。

凤翔温泉度假区在河南乃至
全国都享有盛誉，而第三季《奔跑
吧兄弟》节目组在录制之前多次到
这里踩点，考察这里的硬、软件配

套，最终确定在此录制，主要因为
凤翔温泉以五星级度假区标准进
行配置，尤其温泉窑洞汤屋很有特
色。

据介绍，本期“跑男”节目播出
后，凤翔温泉将还原那些“跑男”水
上游戏和住房、用餐，供游客体
验。 记者 高立学

观洞山春色、赏潘安夏景、聆
茱萸秋禅、品督公雪韵……10月
30日，“金秋贾汪旅游郑州专场推
介会”成功举办，徐州市贾汪区政
协主席李健、贾汪区副区长陈贻龙
以及郑州市的主要旅行社、媒体代
表一起分享了淮海经济区“休闲慢
城”贾汪的优秀旅游资源。

贾汪区位于徐州市东北38公
里、苏鲁两省交界处，山水旅游资
源丰富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水，
境内大小山头283座，大洞山主峰
361米是徐州第一高峰，京杭大运
河、不老河横贯东西，潘安湖、督公
湖、南湖、商湖等湖泊众多，被称作

“徐州后花园”。近年来，贾汪区围

绕潘安湖、大洞山、督公湖、凤鸣海
等重点景区，高品质打造淮海经济
区“休闲慢城”，先后荣获了“中国
休闲小城”、“全国休闲旅游示范
区”等称号。今年上半年，到贾汪
旅游观光的游客人数达到226万
人次，实现综合收入4.52亿元。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陈卓

北京红叶看香山、中原红叶青天河。2015焦作红叶节“红动中国”

青天河十万亩红叶长廊层林尽染

10月31日，2015年全国群众
登山健身大会暨河南省第五届“三
山同登”群众健身大会，在驻马店
市金顶山景区隆重开幕。

据了解，“三山同登”是我省倾
力打造的全民健身大型品牌赛事，
该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民健身活

动的开展。此次登山节以“文明河
南·全民健身·幸福中原”为主题，
将体育文化、旅游文化和社会文明
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
上得到拓展和深化，使体育旅游的
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

据金顶山风景区总经理韩建

波介绍，为鼓励更多游客树立环保
意识，景区联合众多商家推出“你
捡垃圾我送礼”环保公益活动，一
袋垃圾、几个烟头，都能在景区门
口服务台换取礼品。

记者 张超

“三山同登”大会在驻马店金顶山开幕

“跑男”跑进洛阳凤翔温泉

“徐州后花园”贾汪来豫邀客

运城旅游推介会分外精彩

6.3万游客狂欢方特万圣夜场

提前两个多月完成去年全年游客接待量

清园今年游客近240万人

景域集团助力博爱全域旅游

更多清园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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