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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年“中原大佛新春庙会”即将于
正月初一盛大启幕，从正月初一到正
月十五，历时15天。览胜景，祈心愿，
赏民俗，看节目，浴温泉，撞福钟……
充满浓浓年味。

“中原大佛新春庙会”新亮点 台
湾美食风情节亮相庙会，领略宝岛风
情，享受一场味蕾和视听的盛宴，猴年
中原大佛庙会更加热闹非凡，喜庆吉
祥，充满乐趣。

好吃的色香味美 中原大佛庙会
是中华美食小吃大集会，集结了大陆
各地厨艺之大成。本次庙会增加了上
百款正宗台湾原产地美食，原材料从

台湾空运而来，成品全部由台湾本土
美食工匠现场手工制作，琳琅满目的
台湾美食让人目不暇接，将为游客奉
上饮食文化盛宴。

好看的眼花缭乱 相声、小品、魔
术、杂技、歌舞、大戏，众多专业演出团
体参与，轮番登台，舞台上天天有惊
喜。今年，将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展卖、新春祈福法会、放生法会等活
动。同时，看冬季景色去尧山、六羊
山。尧山冬景有一种震慑人心的雄
浑、沉静之美，绵延不绝的云海覆盖山
巅，宛如仙境，其壮观是其他季节所不
能想象的。

好玩的生动有趣 民俗歌舞表演、
民俗经典节目、民俗创意制作和各地
特色民俗展演等，丰富的内容让人眼
花缭乱。加上热烈喜庆的节日布置等
众多元素融合在一起，再现了豫西喜
庆、繁荣的过年景象，同时也让游客体
验到豫西山乡的风土人情。庙会上还
有参与性强的群众游艺、趣味性强的
儿童游艺项目（如打气枪、射箭、扎气
球、套环等）。同时还可以去沐浴福泉
温泉、抱佛脚、祈福许愿。

自驾车路线：郑尧高速尧山终点站
咨 询 电 话 ：0375-5767999、

576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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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佛新春庙会”正月初一开幕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朱传玉

1月17日，旅游百事通中原
大区五周年盛典暨2015年度工
作总结表彰会在郑州召开，省、
市旅游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部
分景区、媒体、旅行社供应商代
表，以及全省旅游百事通各分支
公司、门店负责人共600余人参
会。河南旅游百事通总经理刘
玉柱在会上透露，2015年，河南

旅游百事通计划销售指标2.1亿
元，实际完成2.68亿元，比2014
年的1.39亿元有较大幅度增长。

2011年 1月 18日，全国旅
游百强企业前十名、中西部最大
综合性旅游集团旅游百事通正
式进驻河南，开始逐鹿中原。从
一张白纸、一无所有到全省480
个线下营业网点、实际完成年组
团人数32.85万人，河南旅游百事
通用了5年时间。2015年，河南

旅游百事通营销活动不断、精彩
不停，其中，“通通直达”参与了26
个景区的活动，收客人数27709
人；“嗨森地球”万人游活动实际
收客4万人，引起轰动效应。

刘玉柱介绍，作为全国超大
旅游连锁机构、旅游集团8强，截
至2015年年底，全国旅游百事
通已进入23个省（直辖市）、200
多个城市，开设了近5000家门
店，销售收入50亿元。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刘亚东

得知正在宁波实习的学生
患上急性白血病，1月13日~15
日，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发动全院
师生捐款，用行动向人们展示了
旅院人的无边大爱，诠释了该院

“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目前
活动已募集善款38600元。

据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酒店
管理系主任李晓东介绍，女生韩
会敏是郑州旅院2013级高职酒
店管理1班的学生，来自周口郸
城县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家

里共有6口人，奶奶70多岁，长
年有病需吃药治疗；妈妈在家种
地并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妹上
学；爸爸在杭州打工，收入微薄；
家境十分困难。

本学期开始，根据学校安
排，读大三的韩会敏进入宁波威
斯汀酒店实习。今年1月11日，
韩会敏高烧两天不退，到宁波当
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急性白血
病。1月15日，韩会敏转院到河
南省肿瘤医院进行治疗。

得知韩会敏的情况后，郑州
旅院党委高度重视，院系领导分

别到医院探望，并向医院详细了
解患者病情和治疗方案。学院
工会第一时间召开会议，组织动
员全院教职工进行捐助。“学院
刚刚放寒假，绝大多数学生已经
离校。但广大教工积极响应、踊
跃参与，每个人都慷慨解囊，献出
自己的一份爱心。”郑州旅院工会
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昨天，已有
460名教职工和35名学生进行了
爱心捐助，累计收到捐款38600
元。募捐活动目前仍在持续，募
捐所得善款将全部转交至韩会
敏手中，用于后续治疗。

□记者 高立学

1月11日，国家旅游局和环
保部发布35家国家生态旅游示
范区公示名单，重渡沟风景区榜
上有名，成为河南省唯一入选风
景区。

重渡沟位于洛阳市栾川县
境内，有北国水乡之称，这里的
飞瀑流泉、万亩竹海和农家宾馆
被誉为重渡沟三绝，景区以“生

态旅游开发的典范，农家宾馆的
楷模，旅游带动脱贫的榜样”而
驰名。

河南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是以
独特的自然生态、自然景观和与
之共生的人文生态为依托，以促
进旅游者对自然、生态的理解与
学习为重要内容，提高对生态环
境与社区发展的责任感，形成可
持续发展的旅游区域。

据悉，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的评定是根据《国家生态旅游
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GB/
T26362-2010)》《国家生态旅
游示范区管理规程》和《国家生
态旅游示范区建设与运营规范
(GB/T26362-2010) 实 施 细
则》，经自愿申报、省级旅游和
环保部门联合推荐、专家评审等
程序确定。

□记者 高立学

1月13日，太行大峡谷景区
2015年经销商答谢会暨2016年
营销工作会在郑州召开，来自海
内外260余家旅行社和旅游专业
协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答谢会上，太行大峡谷景区
对2015年业绩突出的经销商进
行了表彰，奖励总金额816万元，
青岛铁路国际旅行社因韩国市

场贡献突出，获得了256万元的
大奖，连续两年累计获得520万
元奖励。

记者从会议获悉，太行大峡
谷景区2015年度国内游客增幅
达到 46%，年度销售收入增长
35%。韩国市场受到中东呼吸
综合征疫情影响，增幅收窄，但
游客量仍稳定在10万人以上，会
议现场还向为韩国市场开发做
出突出贡献的韩国哈拿多乐旅

游集团申承澈本部长颁发了卓
越贡献荣誉奖。为此，景区年会
还配备韩语主持人，开省内景区
先河。

2016年，将是太行大峡谷
景区加快发展的一年，景区将投
资2亿元新建仙霞谷景区、“桃
花别院”特色民宿园等一系列景
区基础设施，积极转变景区收入
结构，为景区转型升级提前布
局。

□记者 魏国剑

为了展示我国民间剪纸
艺术和烙画艺术的文化魅力
及荣获国家大奖知名艺人的
传统功力，营造猴年新春佳节
浓浓的乡愁记忆和年节氛围，
郑州绿博园将于正月初一到
十六举办“全国剪纸艺术名家
邀请展”和金猴闹春“民间烙
画艺术展”。

本次剪纸艺术展展出的
作品系全国29个省（市、自治

区）选送的在国家级剪纸作品
大展中荣获大奖的100幅剪纸
艺术精品，其中既有德艺双馨
全国知名的剪纸名家，又有90
后剪纸新秀的创新佳作。

本次烙画展展览的主要
有葫芦烙画、木版烙画、丝绢
烙画、宣纸烙画，通过不同的
艺术品，传递中国传统绘画的
民俗风格。既能表现国画的
细致工笔，也能展现国画的粗
犷写意，还有西画的素描和水
彩技法。

□记者 张超

1月15日上午，位于洛阳
嵩县车村镇白云山下的冰雪
乐园滑雪场开业。

11时30分，伴随着开幕
的礼花腾空而起，一场精彩的
演出拉开帷幕，舞台上的演员
脚踩滑雪板，在滑雪场划出一
条条美丽的弧线。

据了解，白云山下冰雪乐
园是白云山自驾旅游小镇建
设的开篇之作。为了使广大
游客亲身体会到玩雪的乐趣，

活动现场特别安排了多个特
色冰雪项目，如林海雪原情景
剧表演、白云山动物世界、中
原农耕文化展、3D摄影体验
等。

洛阳白云山自驾旅游小
镇相关负责人孔玲说，该旅游
项目集中国孝道文化、东北冰
雪文化、中原农耕文化、温泉
养生文化、户外休旅文化于一
体，目前，在各级主管部门支
持下，景区正在积极探索农村
旅游富民新模式，为当地村民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 高立学

1月16日，中原景区职业
经理人联盟大会暨2016环球
生态旅游小姐大赛中国赛区
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中原景区职业经理人联
盟大会，是由河南鸿景旅游牵
头，联合省内知名旅游专家和
相关权威机构筹备的,旨在为
中原景区职业经理人搭建交
流提升平台，建立景区经理人
交流学习的人脉圈，提高景区
职业经理人素质和专业知识
结构，为中原旅游发展提供人
才支持，加强行业自律，促进

中原旅游做大做强。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焦作

云台山、开封清明上河园、嵩
山少林景区、新乡南太行旅游
集团等省内知名景区，还有山
西皇城相府、山东峄山景区、
河北承德唐家湾旅游风景区、
安徽凤阳山等众多省外知名
景区。200多名省内外知名景
区职业经理人共聚一堂，共谋
中原旅游发展大计。

河南省旅游协会有关负
责人及全国旅游界知名专家
付钢业进行了现场主题演讲，
为大家解读了新形势下景区
营销的难点。

河南旅游百事通去年销售完成2.68亿元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师生为白血病学生捐款

重渡沟入选2015年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太行大峡谷景区使用中韩双语开年会

中原景区职业经理人
联盟大会举行

到绿博园看剪纸与烙画

白云山下冰雪乐园
滑雪场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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