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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每个周五，是家住洛阳市西工区
纱厂西路社区93岁的空巢老人田希敏最盼望的
日子。因为到了这天，洛阳市西工区宇龙幼儿园
的孩子们就会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为她送去热腾
腾的汤和饭，还会和她说说话，让她心里感到很温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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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醒：持惠民旅游卡想出行
的会员注意了！！！会员必须至少提前一
天在“河南省惠民旅游”微信公众平台预
约。预约成功后，一人一卡一身份证到景
区验票后方可进入。

本周惠民卡放大招，联合九大景区，涵

盖马戏、滑雪、山水、乐园四类主题旅游资源，在

七天时间里天天做活动，郑州世纪欢乐园开放

预约的名额更是疯狂的一万人，让会员们开开

心心乐七天！

郑州世纪欢乐园 活动时间：1月27日

十国联演全球顶级精品：万岁山国际大马戏 活

动时间：1月25日-28日

万岁山国际大马戏位于开封市东京大道

中段万岁山景区北门西侧，汇集来自多国和地

区的精彩马戏演出，集超强的表演团队、高规格

的马戏演出、超震撼的视觉效果为一体。《万岁

山国际大马戏》斥资千万特邀横跨欧亚多达十

国马戏艺术家同台献艺，华人世界最著名的腹

语大师刘成空降《万岁山国际大马戏》驻场主

持，届时将近距离为您展现出神入化的腹语神

技，并引进空中飞人、环球飞车、顶尖马术、智利

死亡轮、俄罗斯小丑等多项全球顶级精品马戏

节目，集超强的表演团队、高规格的马戏演出、

超震撼的视觉效果为一体。

一座陪你过腊八的圣山：信阳灵山

活动时间：1月24日

灵山风景名胜区位于豫、鄂两省交界的罗

山县境内，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示范区、

鸟类保护区于一体，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胜地。

山上共有七寺三庵，包括灵山寺、金顶寺、中佛

寺、白佛寺、白云寺、龙牙寺、险石寺、圆通庵、福

全庵、延寿庵。灵山集“泰山之雄、庐山之幽、华

山之险、黄山之秀”于一体，山中奇石陡崖，别有

洞天。

另外，活动日当天，2018年1月24日（农历

腊月初八）信阳灵山寺第二届“腊八节施粥”祈

福法会隆重举行，届时，将由河南省佛教协会副

会长、灵山寺方丈释学悟法师在灵山寺大雄宝

殿前，亲自布施佛粥，施粥送福，以表达佛世倡

导“济贫施善，仁慈为怀”的感恩之旨，并与前来

参加活动的广大游客和十方信众一起祈福纳

祥、广结善缘，共度喜庆、平安、祥和的腊八节。

温泉之乡好温泉：平顶山畔山林语温

泉活动时间：1月27日、28日

畔山林语温泉坐落于著名温泉镇下汤镇，

下汤环镇路途径环镇路门口，在郑尧高速下汤

站下不足10分钟路程，交通便利，风景优美，空

气清新。

温泉水出水温度常年保持在63度，内含硫

磺等多种矿物质，水质上佳，对缓解身体疲劳，

皮肤瘙痒等均有疗效。内设大型露天游泳池等

泡池，可同时容纳上百人同时娱乐。老少皆宜，

四周透明，雪天泡温泉更是一种另类独特的享

受。

天然氧吧、激情滑雪：汝州龙凤山滑

雪场活动时间：1月27日、28日

龙凤山滑雪滑草场是汝州市一家以滑雪滑

草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位于汝州市北15公里大

峪乡刘何村龙凤山。景区依托龙凤山秀丽的山

川地貌资源，拥有滑草器具500余套，滑雪器具

1600多套，寄存柜800个，辅助滑草船、卡丁车、

悠波球、射箭、单板、雪圈、雪上飞碟、热气球等

娱乐器材10余种。春夏秋可同时接纳600人体

验滑草，冬季可同时接待1600人进行滑雪。

温泉加戏水：平顶山尧龙湾温泉水上

乐园 活动时间：1月27日、28日

尧龙湾温泉水上乐园位于平顶山鲁山县昭平

湖，是中原地区唯一一家以膜棚式室内温泉+戏

水项目为主的欢乐场所。

尧龙湾温泉水上乐园可同时容纳上千人戏

水玩耍，惊险刺激，内设VIP贵宾房、休息大厅、

休闲保健、海浪池、冲天回旋滑道、三彩滑道、高

速滑道、水疗池、儿童水寨等休闲养生项目，是

一家以“温泉”为主题的四季度假乐园！

距离郑州最近的滑雪场：郑州龙泉国

际滑雪场活动时间：1月22日-28日

郑州龙泉国际滑雪场位于郑州南郊龙泉湿

地公园，是目前距离郑州市区最近的滑雪场。

雪场围绕“冰雪运动”主题，高门槛、全功能打

造，设有一条中级道、一条初级道和一条雪圈

道，滑道总长近千米，坡度13度，可同时容纳

2000人滑雪。另外，除滑雪项目外，还建设有戏

雪乐园，游客还可参与雪上飞碟、滑车、雪上摩

托、雪上足球、马拉雪橇、雪圈等10多项精彩纷

呈的冰雪娱乐项目。

旅游拓展体验胜地：南阳西峡五道

幢活动时间：1月27日、28日

五道幢生态游览区位于西峡县城东北部的

二郎坪乡境内，是一个集探险、娱乐、观光、休

闲，避暑、度假、科教、强身健体为一体的综合旅

游胜地。景区内悬崖建栈道，峭壁有攀岩，峡谷

有速降，吊桥空中悬，小桥伴流水，景区内共有

各类不同景点40多处；春天百花争艳，盛夏满山

翠绿，金秋万山红遍，严冬银装素裹，游客能参

与、体验在其中。交通便利，浪漫滑雪：濮阳

万人同游郑州世纪欢乐园，还有万岁山国际大马戏等
九大景区天天有活动，疯狂乐七天！

辉县轿顶山河北太行五指山

冬天的山水景区一般不会有很多吸引人的

大动作，然而辉县轿顶山的中原雪乡项目以及太

行五指山国内首创的3D夜景玻璃桥却是一个亮

点，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两个景区！只问自

由，一起畅游中原雪乡：轿顶山中原雪乡

“太行山下，中原雪乡”位于辉县市沙窑乡轿

顶山景区腹地，目前是中原地区首家山地景区玩

雪、赏雪的大型原生态雪乡，南太行地区规模最

大的雪乡乐园，中原地区唯一的太行长城脚下的

雪乡园。

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轿顶山中原雪乡

特色旅游活动，还可以带着家人及孩子，来尽情

亲历中原地区首家山地景区玩雪赏雪的雪乡主

题乐园。亲身感受南太行地区规模最大的“长城

脚下 中原雪乡”所带来的无限趣味，更有特色的

民俗演艺东北二人转演出，精彩刺激的雪转转、

雪圈、雪盆等雪地娱乐，品尝丰富多样的特色美

食等。国内首创3D夜景最长玻璃桥，太行五指

山景区玻璃桥2018年1月19日举行盛大开业典

礼！你还在郁闷离张家界远吗？你还因为票价

高烦恼吗？你还没走过玻璃桥？那你应该去太

行五指山体验下！悬空视界，梦幻3D玻璃桥，以

及近1000万支LED打造美轮美奂的灯光盛景惊

艳亮相，玻璃桥全长近300米，宽2米，横跨两座

山峰之间。空中穿越，俯瞰壮阔山脉，3D变换场

景，行走在悬崖峭壁或如临深渊，行走在七彩云

端或如入仙境；上百种大型灯光造型：大圣归来、

西游降魔、天使之翼、梦幻时光隧道，再造一个凡

天鹅湖滑雪场活动时间：

1月22日-26日濮阳天鹅

湖滑雪场是濮阳市首家综合

型滑雪场。引进进口造雪机

人工造雪，拥有国际先进滑雪

魔毡，进口雪板雪鞋，雪圈等，

架有S弯道、U型弯道、斜坡速

滑以及多种雪地娱乐项目。

人性化设计雪板区与雪圈区

分开，更具有安全性，趣味

性！夜场灯光设计，雪花漫天

飞舞，灯光闪烁，乐曲悠扬，与

心爱的人在雪地上蹁跹起

舞。。。浪漫的场景将让你终

身难忘！精彩活动一波又一

波，快快加入惠民卡大家庭，

和朋友家人一起在各大景区

里绽放精彩人生吧！

【会员须知】
1价格

●2018年，惠民旅游卡全国

统一零售价为39元

●2018年，惠民旅游卡有效

使用时间：2018 年 1 月 1

日-2019年3月31日

2使用限制

●会员卡应有会员本人持有，

供本人使用。

●景区可能会调整会员浏览

景区的时间，调整通知会在

“河南省惠民旅游”微信公众

号。

3地域限制

●惠民旅游卡（实体卡）限区

域销售，各市民须持惠民旅游

卡（或激活惠民旅游卡的手

机）+本人身份证，经景区验卡

后方可进入景区。

●各地非当地户口常住居民

须持惠民旅游卡（或激活惠民

旅游卡的手机）+暂住证（医保

证、学生证、驾驶证任选一），

经景区验卡后方可进入景区。

4预约

●惠民旅游卡实行预约机制，

会员进入景区前，须至少提前

一天在“河南省惠民旅游”微

信公众号预约希望游览景区

及时间。预约成功后，会员方

可进入景区游览。

●没有预约成功的会员，不能

以免首道门票的方式游览景

区。

●严禁会员在未经预约的情

况下进入景区。如因会员未

预约致使景区拒绝会员进入

而给会员造成损失，景区、惠

民卡发行方和销售方不承担

任何责任。5景区活动时间

●会员可全年不限次游览的

景区为三十个，其余景区均为

限时限次进入。

●具体的活动时间见“河南省

惠民旅游”官方微信公众号

“景区活动表。”

6保险●会员乘坐惠民旅游卡

直通车出游，均须与组织者签

订正规的旅游合同，购买意外

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不签订

正规的旅游合同并不购买保

险的，组织者有权拒绝会员乘

坐。●建议会员在以自驾车

的方式出游前购买意外险。

7退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

再退卡●被激活的；●虽然未

激活，但出售超过一周的●网

络卡（一经购买，即是激活状

态）

间仙境！

为空巢老人送爱心餐
这个幼儿园坚持了近6年

孩子们去看望田奶奶 宇龙幼儿园供图

每到周五，师生们都为老人们
送去暖心午餐：或是一碗面糊，或是
一碗馄饨，或是一碗汤面……

这一送，就是将近 6 年的时
间。一批孩子毕业上小学了，又一

批孩子接着继续送饭。当初确定的
4位老人中有的去了养老院，有的
不幸去世了，现在仅剩下了田奶奶。

“我们也考虑过天天给老人送
饭，但是幼儿园的工作确实太多，人

手不够，能做的太有限了，但即使这
样我们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老人。”
王玲莉说，想让社区再找几位孤寡
老人，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让老人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饭并
不难，但这件事情能持续将近6年，
可就非常不容易了。这事还要追溯
到2012年4月幼儿园组织的一次
义卖。当时幼儿园组织孩子们义卖
自己多余的玩具，小火车2元，儿童
图书1元……在一上午的义卖中，
孩子们得到了乐趣，筹款1000多
元，老师们也受到感染共捐款1000
多元，幼儿园也拿出了1000元，最
终筹得4300元。

“最初给孩子们和家长们说的
就是这些钱要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
人。”幼儿园园长王玲莉介绍，与社
区负责人沟通后，他们决定把这些
钱捐赠给社区的孤寡老人、空巢老

人和五保户。在看望老人的过程
中，王玲莉看到不少老人居住的房
子里，电灯昏暗，没有电视，家具也
很破旧，让她心里很难受。在与社
区负责人余丽娥和家长们商量后，
他们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老
人做点事情。

最终，他们确定了4名70岁以
上的空巢老人和孤寡老人作为送饭
的对象。“最初的想法，就是想带着
孩子们看看老人，让孩子们懂得孝
敬和陪伴。”王玲莉说，这个想法跟
家长沟通后，家长们非常支持。家
长们有的买了一箱法式小面包，有
的买了大兜的水果，还有家长带去
了一箱酸奶……

王玲莉说，后来几次看望老人
时，发现他们送去的食品有时并不
合老人们的胃口，老人们都喜欢吃
热乎点、软和点、清淡点、好消化的
食品，这和孩子们的饮食很相似，于
是幼儿园就开始给老人们送饭。

“遇到节假日的时候，想给老人
们送去一些心意，但不能总让家长
们准备呀。”王玲莉说，与家长们沟
通后，他们决定用卖气球的办法来
筹钱。幼儿园购置气球，然后老师
和家长们给气球充气，让年龄稍大
的孩子在公园门口卖。“一年选择春
季或秋季的一个月，每次在周末让
8名孩子参与，锻炼他们的沟通能
力。”

每个周五，都是洛阳市西工区
纱厂西路社区的空巢老人一周最喜
欢的日子，因为这天西工区宇龙幼
儿园的孩子们和老师们会一起来看
望他们，陪伴他们。

“田奶奶，我们来了。”灵灵和壮

壮看到田奶奶就喊起来，并急忙跑
过去。“你们来了，好好好。”看到孩
子们，田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幼
儿园的老师们拿出了准备好的饭给
老人吃，当天准备的是老人最爱吃
的馄饨。吃着热乎乎的馄饨，孩子

们在一边给她背诵新学的儿歌，田
奶奶好高兴。

一顿饭很快就结束了，孩子们
也要回去休息了。临走前，老师们
问田希敏奶奶下周想吃啥。“馄饨最
好吃。”田奶奶像孩子一样高兴。

每个周五 老师都会带着孩子们去看望田奶奶

孩子们卖气球赚钱 为爱心餐筹款

幼儿园想帮助更多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