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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让世界认识“愚公故里 传奇济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通讯员 李虹澄 文图
5 月 28 日上午，
“ 愚公故里
传奇济源”旅游推介会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与参加第六届
2018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
市长论坛的中外领导和嘉宾共话
旅游发展。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
在致辞中向与会领导和嘉宾发出
诚挚邀请，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
关注济源、支持济源，共同推动济
源旅游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省政府副秘书长万旭，美国
檀香山市市长柯克·威廉·考德威
尔，西班牙奥伦赛市市长赫苏斯·
巴斯克斯·阿瓦德，意大利那不勒
斯市议长高迪尼·马克，中国太平
洋经济委员会会长苏格，中国旅
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省旅游局副
局长周耀霞、副巡视员张建州，济
源市委书记张战伟、市长石迎军、
副市长李拴根等相关领导，德国、
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波兰
济源市市长石迎军代表济源市与意大利那不勒斯市签署旅游合作备忘录
等国际旅游城市的市长，国内重
点旅游城市市长、省（自治区、直
辖市）旅游局（委）负责人及国内 “愚公故里 传奇济源”
“山水城市
同发展。
市着力提升“愚公故里 传奇济
外媒体近 600 人出席了推介会。
生态济源”
“创业乐土 魅力济源”
推介会上，济源市以多姿多
源”品牌影响力，致力于打造世界
济源市委书记张战伟介绍， 三个篇章向各位嘉宾介绍了济源
彩的文艺节目放大“文化+旅游” 知名旅游目的地。此次，济源市
济源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市，深厚的人文底蕴、秀美的自然
的内涵，以传奇故事“愚公移山” 借助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平台
区创建单位，济源市委、市政府把
风光和优质的营商环境，博得了
为序，通过歌曲组合《济源声韵》、 所构建的“共享经济时代下的城
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摆在重要位
中外嘉宾的阵阵掌声。随后，石
民族乐器连奏、清音弹唱、国粹京
市优质旅游”的国际平台，加大与
置，持续推进济源旅游产业提档
迎军代表济源市分别与意大利那
剧及“中国猴山”五龙口景区的
境外旅游城市间的高端交流与合
升级、健康发展。通过旅游市长
不勒斯市、西班牙奥伦赛市签署 《猴山盛景》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节
作，借助盛会进一步提升济源旅
论坛这个平台，古朴热情好客的
了旅游合作备忘录，双方将积极
目展示济源的雅趣人文品位，彰
游知名度和影响力，拓展境外客
济源人民，诚邀各位前往参观考
促进旅游互访，开展文化和旅游
显济源的丰美个性形象，传递济
源市场，
加大
“引客入济”。
察、洽谈合作、旅游度假，来品味
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加强对文
源最美的时代声音，为前来参加
济源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
济源秀美的山水风光，感受济源
化和旅游产品、项目的考察，并在
推介会的中外嘉宾带来了一场
人杰地灵，山川秀美，得太行王屋
城市的独特魅力。
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进行游客互送
30 分钟的中国文化盛宴。
之奇，收黄河济水之利，是“双阳
现场，济源市市长石迎军以
或项目投资，推动双方旅游业共
今日济源，含苞欲放。济源
福地”。她因“天下第一洞天”王

走出教室，把世界当课堂
山东省第二届中小学研学旅行高峰论坛在曲阜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勇冰 通讯员 乔显佳

屋山而璀璨，因“济水之源”而神
奇，因愚公移山精神而经典，因小
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而灿烂。在这
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千百年
来，济源人民用勤劳和智慧，谱写
了一代又一代的骄人篇章。近年
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紧紧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的战略目标，主动对接国
家战略，强化“旅游富民”发展，着
力构建全要素整合、全空间驱动、
全产业融合、全时空游憩、全民众
参与，旅游经济日益繁荣，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增长，为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和促
进消费的新热点，2017 年人均生
产总值突破 1 万美元，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4478 元，居河南省
第二位。
据悉，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
坛地址设在郑州，每两年举办一
次，已成功举办五届。论坛由国
家旅游局、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河南省政府主办，世界旅游业理
事会、亚太旅游协会作为支持单
位，河南省旅游局、河南省政府外
侨办、郑州市政府承办，是促进世
界各地旅游城市间交流发展经验
和先进理念、开展国际合作的国
际性高端论坛。本届市长论坛是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第
一次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也
是济源向世界展示的第一次，对
于济源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天。

清明上河园荣获
“开封市社会扶贫工作
突出贡献奖”

5 月 26 日，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济宁市旅发委共同主办的山东省第二届中小学研学旅行高峰
论坛在曲阜开幕。论坛围绕“旅游+教育+文化，研学旅行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主题展开，各路旅游大
咖分别从自身角度出发，探讨研学旅行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世界那么大，
让孩子去看看
论坛现场，原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执行主编、全国综合实践
活动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青少
年成长教育基地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贺斌教授围绕“研学是什么？为
什么？学什么？怎么做？”进行了
阐述。
“研学旅行以中小学生为主体

对象，以集体旅行生活为载体，和
贺斌建议，研学旅行活动前要
亲子游有本质的区别。”贺斌说，研 “三会六备”，备问题、备知识、备研
学旅行最重要的是课程建设，开发
学点、备主题、备线路、备安全；活
一批育人效果明显的研学旅行课
动中要“三看六感”，用脑想、用眼
程，构建重实践、多样化、有层次、 看、用耳听、用口述、用笔记、亲身
综合性、个性化、国际化的基地课
做；活动后三评六展，评先进团队、
程体系，并探索有利于每一位学生
评示范基地、评研学作品，展示交
全面而有个性、主动发展的课程。
流等。

研学营地应深挖地域文化内涵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与发展研
究院副秘书长李昶教授建议，研学
营地（基地）要深挖地域文化内涵，
要与最新科技成果融合，要形成研
学体系。
李昶分析了研学营地与基地
的异同。他认为两者的共同点：研
学营地和基地均是以接待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为目的而存在的物理
空间。不同点在于：研学营地是
面，内容较丰富，多主题，形成课程
体系；研学基地是点，突出一个主
题。
“要进行精准地战略定位，比
如级别是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
级、县级；对象是高中生、初中生、

景区 供图

小学生，或是全部；主题是自然类、
历史类、地理类、科技类、人文类、
体验类、科创类等。”李昶建议，研
学营地（基地）要深挖地域文化内
涵，与最新科技成果融合，形成包
括研学课程、线路、队伍、用品、机
制、考核评估在内的研学体系。

研学旅行是独立的教育方式
论坛上，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
委书记陈国忠表示，研学旅行是旅
游产品和教育产品的复合品，是旅
游+的产物，要因材施教、因地制
宜。
“ 研学旅行是课堂教学以外教
育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独
立的一种教育方式。”

陈国忠认为研学旅行是教育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是前提，
研是要求，旅行是载体，是寓教于
游而非寓游于教，教是根本，是为
了育人、育才。研学旅行，主体是
学生，客体是教师，介体是基地建
设（包括景区、博物馆等）、政策扶

持、研学旅行社等。
“根本性质不是
知识的获得而是素质的养成，非学
历教育而是养成教育。”
论坛上，曲阜三孔景区还发布
研学游产品和线路，充分利用历史
文化资源对接教育资源，打造游与
学相结合的研学产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年 ，41 年 不 遇 的 超 强 台 风
魏国剑 通讯员 李姗
“威马逊”肆虐海南，清明上
河园为灾区群众现场募捐；
近日，开封市社会扶贫
2016 年 ，清 明 上 河 园 景 区
工作现场会在通许县召开， 联合众多单位在迎宾门广
与会领导为开封清明上河
场举行了“爱心一日捐”慈
园股份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
善活动……每年双节都对
单位困难职工进行慰问、结
业颁发“开封市社会扶贫工
作突出贡献奖”荣誉证书。
对精准帮扶所辖社区困难
户，时刻关注民生动态，组
会议现场，开封清明上
河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织专人赴农村开展采购滞
总经理王爽说：
“爱心汇聚， 销大蒜、西瓜，扶贫助农公
幸福同行，让我们一起携手
益活动等。同时公司还积
共建美好家园！”清明上河
极响应开封市工商联号召，
园始终坚持以社会责任理
计划捐赠 200 万元，对贫困
念为核心的价值观，在取得
村祥符区万隆乡北留村建
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忘
设“爱心超市”和“美丽乡居
扶贫，社会效益凸显。2014 环境改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