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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号”旅游专列东北+内蒙古、西北五省报名火爆
漠河极光节，特加开一列空调
专列，到漠河北极村去体会找到北
的感觉，非空调列车的价格免费升
级 空 调 列 车 ，暑 期 前 特 价 仅 此 一
趟。6 月 18 日漠河北极村—哈尔滨
—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贝尔—中
俄边境—长白山—沈阳—北戴河空
调专列十三日游 2580 元起；6 月 30

日、7 月 15 日、7 月 30 日继续开行
2980 元起。
6 月 5 日、13 日、28 日开行新疆
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吐鲁番—喀
纳斯—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
泉—张掖七彩丹霞—平山湖—大佛
寺—内蒙古通湖草原—西宁青海湖
—塔尔寺，空调专列十四日游 3480

元起。
6 月 22 日大南国：香港—澳门
—广深珠—武夷山—厦门鼓浪屿—
南靖云水谣土楼群—湖南韶山空调
火车十二日游 2380 元起。
承办：河南大唐国际旅行社
电话：0371-88885691
88885692

豫西大峡谷第十二届全国双胞胎漂流节
用
“爱”
温暖贫困双胞胎儿童

谢康 供图

随着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
化旅游节暨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
览交易会的到来，作为“一节一会”
专题活动的第十二届全国双胞胎漂
流节于 5 月 26 日、27 日在三门峡豫
西大峡谷成功举办。
豫西大峡谷已经连续举办了十
一届的全国双胞胎漂流大赛，因趣
味性强，互动性高，近年在全国声名

鹊起。短短两天，豫西大峡谷迎来了
数千名游客以及来自全国的 100 多对
双胞胎代表共享节庆盛会。除了传
统的激情漂流、同品养生长街宴、双
胞胎狂欢晚会、花车大巡游等项目，
此次还举办了为山区贫困双胞胎献
爱心公益活动。
来自卢氏县官道口镇双胞胎姐
妹冯婷婷、冯莹莹今年 8 岁，家住车

岭村，直到现在全家依然靠种地
为生。因为家里太穷，没法养活
两个孩子，姐姐就寄养在亲戚
家，亲戚家条件好，孩子的营养
就好些，所以姐姐比妹妹身高要
高一些。另一对 9 岁双胞胎姐妹
郭佳怡、郭佳悦家住郭念村，生
活非常贫困，因为家里没有学习
桌，两个小姑娘每天放学都趴在
凳子上写作业。得知这个消息
后，在场的双胞胎和来自全国的
游客纷纷献出爱心，捐赠了学习
用品、衣服等物资以及捐赠现金
7738 元。除此之外，据豫西大峡
谷营销总监谢康介绍，为了让她
们从根本上脱贫，景区特为她们
的父亲捐献一台拖拉机，并特聘
他为景区千亩芍药园的“机械耕
种员”，让他在景区工作，并按
照特殊岗位发高额工资，让他们
全家通过自己的劳动，彻底脱贫
致富。
受到帮助的双胞胎孩子也发
挥自己的特长，画画跳舞表达感
谢，悠扬的歌声响起，帮助他人的
温暖流进每个人心里，也让大山里
的贫困孩子看到了希望。最后，本
次活动在
“第十二届全国双胞胎漂
流节”
的颁奖仪式中圆满落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通讯员 谢康

云台山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高铁团
5 月 25 日，650 名上海游客乘
坐 G1806 次高铁顺利抵达云台山
景区。此次高铁团游客来自上海
杜尔涂装集团。为做好高铁团接
待工作，景区积极与旅行社对接，
开辟 VIP 通道，提供专车、全程摄
像等定制服务，为游客提供方便舒
适的旅游体验。
据了解，目前上海至郑州全天
对发 21 趟高铁，最快 4 小时，也就
意味着上海的游客到云台山仅需 5
小时。高铁沿线的无锡、镇江、南
京、徐州等地居民也大大缩短到云
台山的交通时间。上海到云台山已
成为一种新的周末休闲方式，5 小

时就能换一种回归自然的生活。
随着高铁的快速发展，乘坐
高铁去旅游已成为重要的出行方
式，云台山敏锐洞察到高铁游的
市场潜力，随即在 2018 年出台了
全新的高铁团优惠政策，为全面
启动高铁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云台山高铁团政策出台以
来，收到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共接
待 了 来 自 上 海 、长 沙 、北 京 、秦 皇
岛、成都、天津等地的高铁团队，并
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将进一步带
动云台山对远程市场的开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程芳

2018 老君山
仙风古韵音乐会
暨抖音大赛启动
5 月 26 日，2018 老君山仙风古韵音乐会暨抖音
大赛启动仪式在老君山演艺广场隆重举行。久慕老
君山独特美景和别样风韵的千余名省内外游客冒着
淅淅沥沥的小雨共聚盛会，
领略激情。
据悉，2018 洛阳栾川老君山“古韵中国抖音之
夜”大赛的参与方式是：在抖音 APP 搜索挑战“#栾川
老君山”拍摄视频，参与此次挑战赛。活动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6 日~2018 年 7 月 20 日。本次活动的
奖品也相当丰厚，总价值超过 10 万元大奖就等有才
的选手来拿！其中一、二、三等奖各一名，分别奖现
金 2 万元、1 万元、5000 元；入围奖 500 名，奖励价值
168 元的纪念奖一份；7 月 28 日在老君山举行抖音大
赛颁奖盛典。
关于视频内容的创作，
本次大赛也有详细的要求：
首先是取材于老君山风景区，不短于 15 秒，配以景区
相关文字描述 20 字以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内容必
须是积极向上的，
拒绝低俗恶趣味等违反道德内容。
本次大赛首先将根据播放、点赞、转发、评论量进
行排名；
其次还会兼顾内容创意、关联性等因素，
评选
出综合分数一、
二、
三等奖和纪念奖。
据老君山景区本次活动负责人表示，本次大赛
将本着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的目标，将活动办成像老
君山音乐露营节和老君山观海避暑节等早已深入人
心的品牌活动一样，成为万众瞩目的老君山新名片。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周向毅

郑州方特
假日酒店正式开业
作为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的又一鼎力巨作——
方特假日酒店，5 月 26 日开门迎客，至此，广大游客
白天可以畅玩方特主题乐园，晚上可以尊享方特假
日酒店。作为高端主题度假酒店，郑州方特为游客
提供一站式、高端度假休闲游体验，郑州方特也正式
迈入
“景区+酒店”的运营新模式。
方特假日酒店的运营对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
园基础设施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填补了周边
无高端度假酒店的空白，更对提升周边游服务水平、
增加游客逗留时间、扩大客源地等具有重要的带动
意义。同时，郑州方特假日酒店也带动了周边产业
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郑州东部农业采摘游、观光
游、购物休闲游、园林游等提供了高品质的住宿环
境。
另据了解，经过全面升级改造，郑州方特水上乐
园终于华丽归来，5 月 26 日，郑州方特水上乐园已全
新开放。比基尼热舞开园秀、民俗舞蹈表演、水上街
舞快闪，与游客一同迎接夏日的水上狂欢。据悉，6
月 1 日至 3 日 WAF 国际少儿街舞大赛总决赛也将在
方特欢乐世界热血开启。街舞亲子季，爱就是陪
伴。即日起至 6 月 18 日，在“方特旅游”APP 购三人
套票，不限年龄，不限身高，仅需提前一天购买，即可
享受立减 100 元的暖心优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孟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