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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AⅡ·04

3月 30日（本周六），
郑州绿博园一年一度的春
季“问花节”将盛大开启，
郁金香展、梅花展、樱花
展、海棠展、碧桃展，五大
花展倾情盛放，花团锦簇，
正式掀开踏青赏花热潮！
你的“问花”之旅可以提上
日程了！

问花节期间，除了主打
的郁金香展、梅花展、樱花
展、海棠展、碧桃展，迎春、
连翘、玉兰、麦李、二月兰、
紫荆、桃花、梨花等多个花
卉也将逐次盛放；橙红、嫩
绿、粉紫、鹅黄、雪白、淡粉、
艳红……放眼望去，整个园
区恍若水彩调色盘，五彩缤
纷，美不胜收。

条带状的郁金香如同
天然的彩虹花田，配合奶
牛、风车等造型，形成春日

氛围浓郁的田园风光。那
一团团、一串串、一层层、一
树树的海棠花随风摇曳，花
姿潇洒、娇艳动人，清香弥
漫整个园区。置身樱花巷，
两旁的樱花树连接在一起
变成粉色的长廊，花开成
海，灿若云霞，走在这样的
小道上，满满都是少女心。
一簇簇、一排排的梅花，密
而繁茂，在蓝天映衬下鲜艳
夺目。殷红如血、燃情似火
的碧桃花大片盛开绿博园，
明媚艳丽，将成为你新的网
红花海打卡地。

除了畅游花海，精心编
排的花神迎宾舞、趣味十足
的小丑巡游表演、萌萌哒的
花宠迎宾、灵气十足的美女
不倒翁等精彩活动将一一
呈现，更有绝色美艳的花仙
子带你畅游花海。3月 20日，河南荥阳第

四届古柏渡黄河樱花节在古
柏渡丰乐樱花园开幕。12万
株樱花迎春绽放，吸引着省
内外众多游客游园赏樱。今
年，古柏渡丰乐樱花园首创
网红打卡地，在“天空之镜”
折射下，可营造出樱花与天
际相接的壮观美丽场景，游
客还可“360°拍摄樱花花
海”，感受被樱花包围的感
觉。穿黄博物馆新增设的三

大观景台开辟全新赏樱视
角。

作为目前国内规模较大
的樱花主题公园，古柏渡丰
乐樱花园的樱花已迎风开
放，红粉佳人、郁金樱、普贤
象等色彩缤纷，珍稀罕见的
垂枝樱、御车返樱、海猫樱、
天之川樱等更是美不胜收。
连接遍地金色油菜花海，在
紫色二月兰的映衬下，可谓
乱花渐欲迷人眼。据该景区

工作人员介绍，丰乐樱花园
樱花品种繁多，分为初樱、中
樱、晚樱三场樱花雨，每年3
月~5月将迎来为期60余天
樱花雨。

活动期间，古柏渡旅游
度假区推出“一票游三园”优
惠活动，您可在丰乐樱花园
览尽樱花秀美春景，到古柏
渡飞黄景区体验刺激沙漠磅
礴大气，去草原花海感受辽
阔草原风情。

一个幸福的微笑，一次
温暖的搀扶，一句礼貌的问
候……文明是人们举手投足
凝结成的美丽，是人们共创、
共建、共享的幸福之果。近
一年来，在王屋山景区发生
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为人
称道点赞的文明服务也屡见
不鲜。据统计，2018年全年
王屋山景区共计涌现好人好
事132起。

2018年2月18日，来自
汝州的残障人士李先生，在
景区工作人员的热情周到服
务下，圆了长达10年的登高
王屋山祈福梦。在李先生乘
坐索道的过程中，景区工作
人员先后4次为其减速，在登
山途中，上百名游客主动为
李大哥让行，方方面面，无不
体现当代社会游客的良好素

质，以及王屋山风景区致力
于服务游客的决心。

2018年3月3日，一名游
客在王屋山景区游览过程中
突然休克，工作人员发现后
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施救，安
全将休克游客用担架抬到山
下并送往就近医院，让游客
得到了及时救治，事后，游客
家属向景区传达了谢意。

2018年9月11日，景区
观光车队收到了一封远方游
客的感谢信，观光车司机王
曙光在清洗车辆过程中捡到
一部手机，后经核实邮寄给
游客。游客在感谢信中这样
说道：虽然手机价值不高，但
是他的拾金不昧的精神以及
对工作的敬业态度值得学
习。

2018年10月4日，景区

工作人员接到郑州李先生的
求助电话，称自己装有大量
现金、车钥匙、证件和多张银
行卡的背包丢失，希望景区
工作人员帮助寻找。工作人
员当即调取当日所有监控视
频进行筛查，最终锁定疑似
捡包游客，并与王屋镇邵州
分局警务队配合，帮助游客
找回了丢失钱包。

2018 年 11 月 17 日，一
名游客在登山途中不慎扭伤
腰部导致无法自行下山，王
屋山景区办公室接到游客求
助电话后，第一时间组织医
疗救护队伍在最短时间内到
达游客身边，简单救护后用
担架将游客安全护送下山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据王屋山景区相关人员透
露，2018年“五一”“十一”黄
金周前后，该景区各种拾金
不昧、帮扶救助游客的文明
行为就达30余起，如此多的
文明善举得到了各地游客的
普遍点赞。

一直以来，王屋山景区
始终坚持“不让一位游客受
委屈，不让一件投诉出景区”
的服务理念不动摇，连续4年
游 客 综 合 满 意 度 达 到
96.5%。同时，景区也涌现了
大批的拾金不昧、助人为乐、
乐于奉献的先进典型，景区
文明服务已经蔚然成风，文
明之花处处盛开。

4月1日，南航将新开
珠海经郑州至黑河的新航
线。开航首月，最低票价仅
1.8 折。黑河市 3月 22日
在郑州举行旅游推介活动，
针对旅行社组织游客赴黑
河旅游，当地政府还出台了
奖励政策。

此次开通的新航线采
用机型为波音 737-800，
载客量160人左右。每周
一三五执行，全程约5小时
15 分 钟 ，航 班 号 为
CZ3781/2，08：10 珠海起
飞，10：40-11：50中途经
停郑州，15：25到达黑河。
为此次航班开通造势，促进
游客“南来北往寒来暑往”，
黑河机场还推出特价机票，
往返可享受1.5折优惠（未
包含燃油税）。

黑龙江省黑河市与
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首
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
黑龙江相望，最近处仅
640米，被形象地誉为“中
俄双子城”。1988年 9月
24日，经国务院和俄联邦
政府批准，黑河与俄罗斯
布市率先开通了“中苏一日
游”，至今中俄边境旅游经
历3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

“两日游”“三日游”“多日
游”及“疗养观光游”“休闲
购物游”等多种边境旅游
项目。黑河旅游资源丰
富，国家5A级旅游景区五
大连池，拥有雄浑壮阔的
火山奇观，800多平方公里
的熔岩石海波涛汹涌，五
大连池冷矿泉声誉远播海
内外。

绿博园问花节本周六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刘瑞

文明瞬间，美在身边

济源王屋山景区文明之花处处绽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立学 通讯员 李淼淼 段丽丽

荥阳第四届古柏渡黄河樱花节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赵丹

中原游客可打“飞的”
到黑河旅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继飞龙玻璃桥和绝壁天
梯玻璃栈道之后，被誉为“皖
南张家界”的芜湖马仁奇峰
23日再添旅游新项目。当天
上午，“百鸟飞跃玻璃桥”旅
游项目正式首飞，200多只经
过专业驯养的白鸽一同飞跃

“飞龙”玻璃桥，在天空盘旋
飞舞，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观看。

据介绍，“百鸟飞跃玻璃
桥”是全国首个玻璃桥百鸟
飞跃主题演艺，目前，该项目

还处在试验培育期。未来，
随着驯养的深入，白鸽的表
演形式将更加丰富，表演的
频次也将大大增加，将每小
时表演一次。

对于推出这一旅游项目
的初衷，马仁奇峰景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一直致力
于将景区打造成“森林体验
王国”，推出“百鸟飞跃玻璃
桥”，是为了进一步优化景
区的旅游产品项目，希望游
客在感受玻璃桥和玻璃栈

道惊险刺激的同时，也能在
“百鸟来袭”的美妙体验中
领略马仁奇峰的独特生态
魅力。

据了解，马仁奇峰近年
来不断推出新的旅游体验项
目。2018年，凭借玻璃桥、绝
壁玻璃栈道、高空管滑等旅
游项目，引爆各大社交平台，
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前来。
2018年，景区全年共接待来
自全国各地的160万名游客，
实现营收1.47亿元。

马仁奇峰推“百鸟飞跃玻璃桥”新旅游项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勇冰

绿博园郁金香展 景区供图

王屋山风景区 景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