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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来自河北省石家庄
的20多辆旅游大巴浩浩荡荡地开
进了皇城相府，1000多名游客踏上
了探寻东方古堡的穿越之旅。据了
解，今年，皇城相府先后接待了来自
广西、湖南旅游专列、山东旅游包
机、北京千人大巴团、多趟湖北旅游
专列及多批次中原旅游大巴团等共
计60多个大型旅游团队。

皇城相府著名的“盛世八音
会”，曾令多位著名摄影师、教授及
国际友人倾倒，10月16日晚，皇城
相府大型展演“盛世八音会”走进百

年学府清华大学，引来好评如潮。
日前，微博号@山西皇城相府

景区和@山西皇城相府景区马路
军，在2016金足迹旅游盛典上荣膺

“官博最佳服务奖TOP10”和“景区
营销创意奖TOP10”两项大奖。

康熙帝师陈廷敬，是《康熙字
典》总阅官，文渊阁大学士，历任吏、
户、刑、工四部尚书加三级。乾隆皇
帝曾亲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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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咨询郑州各大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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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号”大型品质空调旅游
专列将于11月8日隆重开行：香港、
澳门、厦门鼓浪屿、永定土楼群、武
夷山、岳阳楼、赤壁古战场，12日游
仅2780元/人起。此线路专为中老
年朋友倾情设计，您可一览祖国东
南部的大美风光（因需办理港澳通
行证，请务必提前报名）……

另11月5日、12日、26日发团，

A线桂林、漓江、阳朔、海口、兴隆、
三亚包列9日游2380元/人起。B线
桂林、漓江、阳朔、訾洲·象鼻山、巴
马长寿乡、百鸟岩、德天跨国大瀑
布、北海-银滩包列 9 日游 2580 元
起。C线桂林、漓江、阳朔、訾洲·象
鼻山、越南（下龙湾/河内）、天堂岛、
北海-银滩包列 9 日游 2780 元起。
一价全含，报名火爆，请尽快预定。

全省各旅行社均可报名！
承办：河南大唐国际旅行社
咨询电话：
郑州0371-89912910、
89912920 开封25998826
平顶山0375-2860666
洛阳0379-60678077
安阳0372-2522222

老爸老妈为啥青睐美国西海岸
之旅？

首先，本次活动受大河报、中国
老旅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合出
资补贴3000元/人，活动优惠价仅
为6999元/人，且每团仅20人，全
程入住精致酒店，享受中美美食混
搭，专业领队全程陪同，优质中文地
接贴心服务，还可享受全程的免费
WIFI，而包机采用的波音787“梦幻
客机”，设备先进、客容量大、服务质
优。整个活动在价格、服务和安全
保障上着眼于中老年人出行需要，
为中老年人量身打造。

其次，美国西海岸地区12月份
气候温暖舒适，不会因为天气原因
降低行程质量，而行程中所造访的
天使之城洛杉矶、娱乐之都拉斯维
加斯以及美国运动之城圣地亚哥等
城市极具西海岸特色风情，更是超
值有料！

最后，在经过我们规范签证材
料准备、统一预约签证时间、专业签
证面试培训后，中老年朋友的签证
通过率目前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
高，让十年美签不再成为赴美之行
的重点难题。

体验一把异国情调的双旦佳节

原汁原味的圣诞节，异国情调
的元旦节，老爸老妈们想不想体验
一把？美国西海岸9日游活动最后
两个班次恰逢圣诞节和元旦佳节，
现在报名，就可以在太平洋彼岸感
受阳光沙滩、国际都市，与圣诞老人
相聚、一同跨年祈福，体验一把别样
风情的圣诞节和元旦节！

出发时间：12月15日、26日
报名电话：0371-55152333

55131066
报名地址：郑州市经七路农业

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东绿洲花园A
座2001、2004室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朱传玉

10月21日、22日，河南
旅游百事通在线移动端（移
动微店）推介会分别在郑州、
新乡举行，现场签约火爆。
此前的10月 17日，在线旅
游公司携程旅行网与旅游连
锁品牌旅游百事通联合宣
布，携程战略投资旅游百事
通，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携程旅游CEO杨涛表
示，旅游百事通拥有5000多
家门店和强大的线下服务优
势，通过战略投资，携程旅游
平台上的跟团游、自由行、邮
轮、单项旅游产品等一系列
具备高竞争力的产品，将全
线接入旅游百事通TDS系
统，实现即时查询、预订、销
售，形成国内规模大、极具竞

争力的产品库，全面布局全
国二三线出发地城市。

旅游百事通CEO张力
则表示，此举是旅游百事通
O2O发展道路上非常重要
的一步。今后旅游百事通将
充分发挥和完善线下线上两
种渠道优势，并借助携程丰
富的产品库和技术支持，打
造成为国内领先的分销渠
道。

“2017年，河南旅游百
事通在拥有600家线下实体
店的同时，还将开通700多
个移动微店。”河南旅游百事
通总经理刘玉柱表示，旅游
百事通近年不断试水在线商
城、掌旅通、移动微店等
O2O 模式，与携程联姻之
后，双方将凭借各自的优势
联手进军O2O领域。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牛军

10月22日，修武县青龙峡景区
文化旅游发展研讨会在修武县文化
艺术中心举行。二十余名与会的专
家、学者通过对景区的实地考察，针
对青龙文化、婚嫁文化、山谷文化、

图腾文化等文化发展及加强品牌打
造以及景区基础建设规划与经营策
划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青龙峡风景名胜区位于焦作市
修武县境内，是云台山世界地质公
园的精品园区之一，是以潭、瀑、泉
为主的山岳型峡谷景观，有“中原第

一大峡谷”之美誉。景区气候独特，
水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天然
的养生、休闲、文化胜地。尤其是在
秋季，青龙峡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田
野山林里，红红的苹果，金黄的柿子，
火红的山楂，伸手可摘，弯腰可捡，使
绚丽多彩的景区兼具田园情趣。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孟晶晶

10 月 22 日 、23 日 ，
“2016年花妖国际游戏动漫
音乐嘉年华郑州站”在郑州
方特欢乐世界如约唱响，作
为国内顶级音乐盛事之一，
本次“花妖嘉年华”邀请到包
括中国摇滚教父郑钧、老牌
摇滚劲旅黑豹乐队、人文校
园民谣组合水木年华、资深
摇滚前辈大飞、情歌王子杨
宗纬、“麻油叶民间组织”成
员尧十三等众多国内一线艺
人轮番献唱，包含了流行、摇

滚、民谣、爵士等不同风格音
乐巅峰演绎，带动现场乐迷
进入沸腾狂热的兴奋状态。

与此同时，郑州方特10
月“万圣节”正如火如荼地持
续进行当中，五大鬼域、六大
鬼屋、七重鬼门、八大鬼王、
九大鬼秀、万千妖魔挑战身
心极限，各大鬼域遍布鬼门，
穿梭鬼门中，挑战无“恐”不
入。即日起至10月 31日，
方特万圣节夜场（17:00以
后入园）天天开放，夜场门票
半价。在影视中常见的刺
激、惊悚、尖叫的场面，在这
里会有身临其境的体验。

皇城相府客如潮“盛世八音”醉清华

“中原号”旅游专列引领中老年游热潮
11月8日港澳、厦门鼓浪屿、永定土楼群、武夷山、岳阳楼、赤壁古战场大型品
质空调旅游专列12日游2780元/人起；海南广西越南包列九日游2380元起！

花妖大咖唱响郑州方特

携程战略投资
旅游百事通

青龙峡景区文化旅游发展研讨会召开

美国西海岸9日游
“双旦”特别班次启航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详情咨询0371-5515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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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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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0日，纪念中原
历史文化名人，我国古代著
名思想家、文学家、道家学
派代表人物列子诞辰2466
周年系列活动在郑州东郊
圃田乡圃田村的列子故里
举行。民俗专家高天星、原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
长张松林，郑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心主任赵利涛等，
以及来自河南省龙源列子
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的代
表，圃田乡居民代表等数千
人参加纪念活动。

列子名御寇，春秋末战
国初郑国圃田人，其终生致
力于道德学问，隐居郑国圃

田40余年，淡泊名利，清净
修道，是继老子以后又一个
道家代表人物。他先后著
书20余篇，10万余言，寓言
讲道故事百余篇，如《愚公
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
天》《两小儿辩日》等，对后
人有着很强的教育意义。

列子故里所在的圃田
乡圃田村党支部书记王四
明介绍，举办纪念列子诞辰
2466周年系列活动，旨在进
一步展示列子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深厚魅力，提升列子
故里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
亲和力，“有关单位今年正
式启动把列子传说申请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程序。”王四明透露。

列子故里纪念
列子诞辰2466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