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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电视剧《康熙王朝》外景地 畅销书《大清相国》主人公陈廷敬故居

金风送爽，硕果飘香。陪伴全
家老幼一起观古堡，游仙湖，赏红
叶，看表演，品小吃……九月里最
具“含金量”的旅途——皇城相府
您决不可错过！

9月9日~11月9日举办的皇
城相府农业嘉年华，可谓当地的

“迪士尼乐园”。目前，嘉年华活动
已经升级，时光隧道、各式各样的
特产（如相府蜜酒、果醋等）、马戏
表演、阳城鼓书、春秋楼汉代演义
——《我从汉代来》大型实景体验
剧、采摘园、农耕体验及各色美食
等，让您感受到满载而归的喜
悦。另外，还有萌萌哒羊驼陪您

玩耍哦！
享受过狂欢，来静静地欣赏山

环水抱之中的皇城相府秋色烂漫，
风光旖旎。这里是清康熙年间文
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三级、
康熙大皇帝的老师、《康熙字典》
总阅官、清相国陈廷敬的故居，其
建筑依山就势，层楼叠院，错落有
致。明清两代，陈氏共有9人中进
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亲书“德
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
的楹联，对陈廷敬及陈氏家族予以
褒奖。

郑州各旅行社均可报名
（0371）：

河南中国青年旅行社（总部）
66668353（金水路16号中青大厦
16楼）

河 南 康 辉 国 际 旅 行 社
55075680（紫荆山路与商城路交
叉口金城国贸大厦1305）

河南金太阳国旅 68738370
（大学路与中原路交叉口中苑名都
2号楼401室）

河南南湖国旅65525073（紫
荆山百货大楼8楼801室）

河南旅游集团68262345（金
水路与城东路交叉口向南200米
海天大酒店7楼）

河南长江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66770782（大学路升龙国际中心
B区5号楼1-2701）

行车路线：①郑州：郑焦晋高
速转晋阳高速-北留出口下(全程
仅 145 公里)②洛阳：洛济-济晋-
晋阳北留出口下高速2 公里到景
区（全程仅130公里）

景区电话：
4000356868
驻郑办事处：
13593314664
15296667093

狂欢嘉年华 醉美皇城相府游
特价优惠：皇城相府一日游238元，皇城相府+平遥古城+乔家大院两日游498元。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姗

一年一度秋风起，开封归来不
看菊。今年，清明上河园景区在加
紧自身菊花布展的同时，也将先期
在北京为开封菊花节造势。2016
年9月27日~10月16日，由开封
市政府主办，清明上河园景区承办
的2016故宫开封菊花展，即将在
故宫博物院拉开大幕。

九月花潮人影乱，香风十里动

菊城。每逢金秋，古都开封到处都
是花的海洋，满城的菊花吸引了八
方宾客前来赏菊。迄今为止，开封
市已成功举办了33届菊花文化
节。

此次清明上河园和故宫景区
强强联手，在故宫乾清门广场、隆
宗门内外广场、慈宁宫、寿康宫、慈
宁花园以及其主要道路沿线，以开
封传统栽培技术培育的精品独本
菊、9头菊、16头菊、大立菊、小立

菊、塔菊及多色小菊花和五色草制
作的立体菊花造型等来布展，旨在
充分展示开封作为中国菊花名城
所拥有的菊花历史资源和深厚文
化内涵。

清明上河园作为国家5A级
景区、中国开封第34届菊花文化
节暨第14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开
幕式的主会场，将以超大的规模、
独特的菊花造型、罕见的菊花品
种、精彩的节庆活动惊艳世人！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毕超

3天中秋小长假，近6万名游
客来到云台山景区，赏绝色秋景，
游秀美山水，听古琴幽幽，学太极
健身，品养生药膳，感受青山绿水
间的生机与乐趣，收获快乐与闲适
的心情，度过了一个祥和、团圆、欢
乐的中秋佳节。

一进入云台山景区，就可以
看到大屏幕上的中秋祝福语，圆
圆的月亮配上香甜的月饼，浓浓

的团圆气氛欢迎游客朋友们在云
台山共度欢乐中秋，合家团圆出
游。

中秋前夕，云台山景区特别与
韩国751中韩文化创意交流中心
合作，在百家岩广场展出了一系列
3D绘画，使游客朋友们还未进入
景区，就可以通过广场上栩栩如生
的绘画提前体验到云台山的深谷
奇峡、飞瀑流泉，零距离接触活泼
的太行猕猴、溪流中的小鱼、罕见
的金钱豹等，感受云台山的自然之

美和艺术之美。
另外，云台山景区推出的中医

音乐疗法、学习太极养生、怀药养
生宴等体验旅游项目，进一步丰富
了旅游产品，大大提升了游客的旅
游体验。

为了做好中秋小长假的旅游
接待，中秋假期云台山景区全员上
岗，提前进行了安全排查和应急预
案准备，做好交通秩序和旅游秩序
疏导，保障了假期期间的游览安全
和秩序。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国英

9月 14日，云南石林招
商引客华中分局河南小组到
郑州召开石林旅游休闲座谈
会。河南招商引客小组围绕

“天下第一奇观、休闲度假天
堂”这一主题，向参会的旅游
界和新闻界代表介绍了石林
旅游及经济社会发展、投资
环境等情况，并对独特的石
林自然景观、充满无穷魅力
的阿诗玛人文风情及丰富多
彩的石林休闲旅游产品作了
推介。

推介座谈会上，河南新
景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
责人致辞；石林县纪委副书
记、监察局局长蒋开彦作石
林旅游路线推介。

座谈会推出了石林科普
游、休闲游、生态游、农家游
产品及石林冰雪海洋世界、
台湾农民创业园等景点。重
点推介了以世界自然遗产宣
传游，喀斯特地质奇观观光
旅游为特色的滇东南旅游线
路；以世界自然遗产石林，高
科技产业，喀斯特山水风光，
原生态彝族撒尼人民俗民
风，彝家村寨、美食为特色的
阿诗玛彝乡体验之旅；以世
界自然遗产石林，彝家新农
村，城市休闲，特色小吃，大
叠水瀑布风光为特色的石林
徒步寻幽之旅。

会上，云南石林招商引
客华中分局河南小组与河南
新景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签订了《石林旅游营销合作
协议书》，并举行授牌仪式。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宋剑丽

9月 17日下午，由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省文
联、郑州市政府主办、郑州绿
博园承办的“我们的节日
——中国郑州 2016 中秋文
化节”圆满闭幕。接下来即
将迎来国庆黄金周，9月28
日由郑州绿博园倾力打造的
河南省第六届蝴蝶兰展将盛
大开启。

据郑州绿博园相关负责
人介绍，9月28日~10月31
日，郑州绿博园将举办为期
34天的河南省第六届蝴蝶
兰花展，满足人们回归自
然、健康休闲的生态旅游需

求。国庆期间，各类精心打
造的蝴蝶兰花海将现身绿
博园，一片片造型奇特的蝴
蝶兰花海炫彩绽放，姹紫嫣
红，争奇斗艳，脱俗淡雅的
白、热情奔放的红、妩媚娇
羞的粉、神秘高贵的紫，届
时……走进绿博园 4000㎡
的展厅内，就会被扑鼻的花
香和五颜六色的蝴蝶兰所包
围，这里将是兰花的世界，色
彩的世界，更是你和家人欢
乐的世界。

想在喧闹的都市中寻找
芳香的气息，感受鸟语花香
带来的惬意，不妨在9月28
日到绿博园蝴蝶兰展区走
走，感受生态美，在工作之
余找到回归自然的感觉。

□记者 魏国剑

9月 14日下午，广西巴
马瑶族自治县政府、广西巴
马梁艺薰旅行社联合举办的

“生命秘境·巴马密语——巴
马旅游推介会”在郑州隆重
举行。广西河池市委常委、
巴马瑶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王
军，巴马瑶族自治县党委常
委、宣传部长、副县长叶柳
艳，巴马瑶族自治县旅发委
主任黄燕飞，以及来自巴马
当地景区、酒店、旅行社的高
管，还有郑州市旅游局副局
长李明伟，郑州旅游界嘉宾、
媒体记者等共350余人出席
推介会。

巴马瑶族自治县地处广
西西北部，境内山清、水秀、
洞奇、物美、人长寿——巴马
是全球瞩目的长寿之乡，截
至2016年7月，全县健在的
百岁以上老人有99位。巴马
目前以长寿养生为主题的旅
游景点有赐福湖长寿岛、巴
盘长寿屯、仁寿文化源，此外
还有目前全国唯一的以长寿
为主题的博物馆。长寿岛上
建有178米长的中华养生文
化长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
古人对健体及延年益寿的论
述与巴马养生经；巴马长寿
博物馆集中展现巴马的长寿
文化与孝道文化，附有大量
的图片与寿匾实物。

清明上河园承办的2016故宫开封菊花展即将开幕

中秋小长假，云台山迎来近6万名游客

绿博园将办第六届蝴蝶兰展

巴马来郑推介长寿养生游

石林旅游休闲座谈会在郑召开

生命秘境·巴马密语——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窦悠然

评选“安阳精品旅游线路”、创
作“安阳旅游宣传口号”、谈谈“爱
上安阳的理由”……为充分展示古
都安阳的山水人文自然风貌，全
力提升安阳文化旅游知名度，安
阳市近日推出系列活动，奖金总
价值高达10万元，另有价值20万
元的海量景区门票免费赠送幸运
参与者。

据悉，本次活动投稿日期从即
日起至10月21日止。组委会每

天将抽取30名幸运参与者，赠送
奖品一份。

“安阳精品旅游线路”评选项
目，需要参与者从安阳市旅游局提
供的备选线路中选择自己喜欢的
线路进行投票。每天随机产生3
名幸运粉丝，活动期间共产生120
位幸运粉丝，他们将对安阳的精品
线路进行吃、住、游等免费体验。

参与征集的“安阳旅游宣传口
号”，要充分反映安阳旅游特征，体
现山水、文化、历史与红色旅游资
源，体现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活

力。该项目最终产生一、二、三等
奖，其中一等奖1名，奖金为1万
元。

针对“爱上安阳的理由”互动
评选，参赛者可围绕安阳的“吃、
住、行、游、购、娱”或“商、养、学、
闲、情、奇”等要素，将触动心弦的
一瞬间化作文字、图片、视频,发送
给主办方参与活动。

同时，还将进行“我眼中的精
品线路”有奖征文，“爱上安阳的理
由”话题讨论，并通过媒体对活动
的评选结果进行宣传。

安阳:精品线路您来定 宣传口号您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