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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庙会、赏灯展，舞龙舞
狮喜气洋洋，皇城相府“两
节”文化活动绚烂夺目。2
月25日至26日，来自豫、晋
两省的100多家媒体和500
家旅行社先后来到国家5A
家景区皇城相府生态文化旅
游区，逛特色庙会，赏国际灯
展，深入体验皇城相府“两
节”系列文化活动及春季旅
游产品和线路。

据悉，2018 年新春庙
会，皇城相府在传统花灯展
览、民俗表演、美食荟萃、夜
游皇城的基础上，以国际灯
笼节和美食节为平台，邀请
名扬中外的“南狮北舞”、“钢
花火龙”等社火表演，以及皮
影戏、吹糖人等20多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驻景
区，推出全新的“光影魅力夜

皇城”裸眼3D灯光秀，新春
庙会内容更丰富，新科技更
前沿，品质更高，吸引力更
强，满足群体更广泛。在
2018年春节黄金周，皇城相
府接待游客 18.91 万人次，
门票收入1288万元，游客接
待人次和旅游综合收入创历
年同期之最，实现了2018首
季开门红。

另外，元宵佳节期间，皇
城相府生态文化旅游区在不
断升温国际灯笼节、美食节、
火龙钢花、南狮北舞、罗山皮
影、特色民俗的基础上，将推
出每天666碗“福顺汤圆”免
费送、元宵灯谜有奖猜、元宵
晚会大家唱等系列活动，为
新春佳节锦上添花，增加绚
丽，助旺人气。

记者 张超

皇城相府“两节”活动
引来豫晋采风团考察

记者近日从郑州方特旅
游度假区了解到，春节假期，
郑州方特共迎来各地游客近
13万人次，再度成为中原地
区热门旅游目的地。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
为满足广大游客的游玩需
求，丰富节日活动，郑州方特
旅游度假区推出了一系列特
色鲜明、内容丰富、氛围浓郁
的节庆活动，吸引了众多前
来观光游玩的游客。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
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六，郑州
方特推出了众多文化活动及
演出，其中，传统舞狮、武术
表演、木偶腹语、写福字等受
到了游客的普遍欢迎，不少

游客在观看后纷纷表示：在
春节这样颇具传统文化气息
的节日里，观赏一批具有文
化价值的表演节目，不仅可
以让人们加深对传统文化的
认知，而且对于加强传统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也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郑州方特坚持
围绕“方特成就欢乐梦想”的
核心理念，每逢节日都会推
出一系列精心策划的主题活
动。据介绍，在即将到来的
元宵节，郑州方特还将推出
元宵节主题夜场，以满足广
大游客夜间游玩需求。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孟晶晶

观民俗、看演出、品美食、逛花
海、赏花灯……春节期间，郑州绿
博园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
凡。传统的非遗表演、惊险刺激的
吴桥杂技、四溢飘香的特色美食、
各式花色冰糖葫芦、精彩绝伦的视
觉演艺，吸引游客陶醉其中，迎来
春节旅游开门红。

初一至初六，郑州绿博园活动
精彩纷呈，引得景区满园爆棚。被
誉为“华夏一绝”的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安阳曲沟抬阁，让游客
大开眼界。气势高昂的山西鼓乐
将“秦王点兵”“龙鼓飞扬”“老鼠娶
亲”等多个经典场面通过鼓声传达
得淋漓尽致；在景区的内环路上，
杂技表演、溜冰、抖空竹、花样篮球
等特色表演，巧训白鼠、皮影戏、独
台戏让游客一次看个够！精彩活
动将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七，没来得
及赶上观看的市民朋友还有机会。

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四溢飘

香的美食，馥郁芳香的百合花海，
璀璨炫目的灯火盛宴，让春节假期
的郑州绿博园成为欢乐的海洋。
据了解，绿博园百合花展的展出时
间将持续到正月十七，每天 9：
30—17：00开展；绿博园花灯展的
时间将持续到正月二十四，每天开
灯时间为18：00—22：00，绿博园
景区 21：30 停止售票，22：00闭
园。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刘瑞

郑州绿博园：花灯展持续到正月二十四

郑州方特成中原地区
热门旅游目的地

春节假期，开封清明上河园景
区大力发展安心、放心、贴心、开
心、舒心的优质旅游，用不断刷新
的数字，取得了2018农历新年开
门红！7天假期，清明上河园景区
共接待游客30.6万人次，同比增长
30%，收入增长64%，创历史新高。

上万个品种、上百万盏灯笼，
造就了清明上河园多姿多彩的首
届国际灯笼节。在别致的庭院里，
穿梭在异域风情的灯笼中，奇形怪
状、灯光璀璨，可谓是本届民俗文

化节的一大亮点。为了满足不同
游客的需求，让游客在清园有个更
深度的体验，春节期间，清明上河
园景区营业时间从平时的9个小
时延长至 14 个小时（8：30-22：
30）。从春节前每天的60场演出
到春节期间的119场，景区经典演
艺以及全国各类民俗演出团队全
员上阵，可谓“一步一景、百米一演
出”。由于天气原因，《大宋·东京
保卫战》在冬季会进入整合提升
期。而这个春节，2018《大宋·东

京保卫战》震撼上演！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清明上河园首次推出贺岁
版《大宋·东京梦华》，大年初二一
经开演便场场爆棚。大年初四，
《大宋·东京梦华》晚会演出双场，
两场均满座，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春节期间，景区在东京食坊的
26家小吃摊位的基础之上，又在
九龙桥西侧新增了15家特色小
吃，以及景区孙羊正店、肯德基、第
一楼、虢国羊肉汤馆等。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姗

清明上河园：春节接待游客30.6万人次

新春长假落下帷幕。据统计，
2018年春节期间，永城芒砀山旅
游区共接待中外游客20万余人
次，同比增长 62.9%，收入增长
78.37%，再创历史新高。景区无
重大旅游服务质量投诉，旅游市场
秩序良好，完美收官。

近年来，芒砀山旅游区从实际
出发，不断完善景区周边环境及内

部基础设施设备，以优质服务满足
广大游客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春
节期间，芒砀山旅游区特推出了新
春旅游民俗文化节，景区内外喜庆
祥和，处处人潮涌动，八方游客在
此共度了一个欢天喜地的汉风
年。尤其是景区举办的新春灯会、
钢花火龙等受到央视青睐，《朝闻
天下》《共同关注》《新闻联播》《新

闻直播间》《中国新闻》等相继报
道，直播和重播共计16次。

面对新的机遇，永城芒砀山旅
游区将积极打造更全面、更舒适、
更安全的旅游环境，以更加优质的
旅游服务欢迎四海宾客前来芒砀
山观光旅游。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罗帅

芒砀山：优质服务博得2018年开门红

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公司通
过提前筹划，合理部署，上下联动，
多策并举，努力打造“环境好、服务
好、形象好”的品质旅游目的地，
2018年春节黄金周共接待游客20
余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再创历史新
高，实现戊戌年旅游开门红。

春节假期，新乡南太行景区上
下呈现欢乐祥和的喜庆节日气
氛。八里沟景区擂响盘鼓，“探冰

挂密境，迎新春祈福”系列活动正
式开启；万仙山景区举办的“过年
不打烊，郭亮过大年”民俗活动，挂
灯笼、捏面人、扭秧歌、划旱船等让
游客感受儿时过年的味道。除此
之外，各种特色小吃，有地锅鸡、老
锅菜、炸油角等让游客大饱口福。

据悉，春节期间，新乡南太行
各大景区人潮涌动，新乡南太行人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在平凡的

岗位默默奉献，辛勤付出。用一颗
颗诚心换来游客的欢心，提升每位
游客在新乡南太行游玩的体验感、
满意感、获得感。为确保游客出行
安全，景区工作人员积极清扫路上
积雪，撒融雪剂，给车辆安装防滑
链并定时检查和维修，不仅让游客
玩得开心，更要玩得放心。

记者 王永璐

新乡南太行：春节旅游收入再创历史新高

玉屏旅游来自徽州，以
黄山精华的玉屏景区命名，
公司以灵活经营，价格优惠，
服务品质高等特点，在河南
市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据悉，3月10日，玉屏旅
游将启动第一期“万人游三
峡”活动，此次活动，公司为
广大游客精选了性价比高的
游船，行程中安排了含金量
高的景点，一次玩遍长江三
峡全景、三峡大瀑布、重庆武
隆等地，从宜昌到重庆全程

航线，一价全包全含（包含全
程用餐、全部景区门票及其
他费用），纯玩无购物。

据介绍，此次活动的游
船共四层含有 200 多个床
位，均为一等舱双标间，带独
立卫生间、中央空调等，全部
房间为落地窗带阳台。行程
编排合理，紧密而不紧张，游
轮直达重庆朝天门码头，非
常适合中老年人出游。

记者 张超

玉屏旅游启动
“万人游三峡”活动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
能够与亲人团聚，可谓是一
件幸福的事情。但总有一些

“坚守者”，在春节期间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为的就是能
让广大群众轻松出行、平安
回家。

据悉，为回馈在春节期
间的“坚守者”，即日起至3
月4日24时，服务在全国一

线的人民警察、铁路职工、民
航员工、高速公路公司员工，
凭个人有效工作证件，到栾
川县六大景区（即老君山景
区、鸡冠洞景区、重渡沟景
区、伏牛山滑雪乐园、天河大
峡谷景区、伏牛山东北虎园）
游览，即可享受免票政策。

记者 张超
通讯员 金艳霞 王国露

栾川六大景区
回馈春节“坚守者”

2月26日，在郑州园博园内，
随着省旅游局局长姜继鼎宣布
2018“老家灯会”开幕，由省旅游
局联合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管理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2018

“老家灯会”正式与广大游客见面。
据悉，2018“老家灯会”全省

各地活动精彩纷呈，14个省辖市
推出30大精彩活动。主要包括：
郑州园博园新春灯会、巩义长寿山

灯光节、郑州绿博园2018中原灯
会、新郑黄帝故里群众文化系列展
演，开封清明上河园国际灯笼节、
开封2018大宋上元灯会（龙亭、天
波杨府）、开封府元宵佳节打灯谜，
洛阳孟津2018十里银滩黄河灯
会，安阳首届南太行民俗文化旅游
大型灯会、安阳2018洹水湾城市
之光艺术节、洪谷山晋豫大型动态
灯展，焦作温县陈家沟第二届传统

文化大型梦幻花灯节、焦作影视城
庙会，新乡封丘嘉联生态园首届民
俗文化节、京华园第三届花灯艺术
节，濮阳东北庄“春约东北庄·九福
呈吉祥”灯会，许昌鄢陵第四届中
原花博贺年会暨迎春灯会、2018
曹魏民俗年文化节暨曹丞相府上
元灯会、百宁岗五岳庙灯展，漯河
开源河上街庙会·彩灯节、许慎文
化园汉字文化主题灯展，三门峡陕
州地坑院新春灯会、天鹅湖灯光
秀，商丘火神台庙会灯展、永城
2018芒砀山新春灯会，信阳商城
观音山民俗文化节、新集村元宵节
晚会，驻马店老乐山元宵灯会，济
源首届全民乐庄园灯光秀、花石村
民俗灯光秀等。

据了解，将传统的元宵节民俗
进行整合，并赋予新时代的内涵，
打造成“老家灯会”节庆品牌，是省
旅游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次深
入挖掘和活化，也是对“老家河南”
品牌支撑和市场竞争力的一次完
善和提升。

记者 赵阳 文图

2018“老家灯会”：30大活动精彩纷呈

郑州园博园新春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