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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5日，第二届河南
省全民定向系列赛嵩县木札
岭站鸣笛开赛，来自全国各
地的800余名专业运动员（及
体育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活
动。

据主办方介绍，经过两
天的角逐，16日上午所有组
别均完成比赛，并进行颁
奖。武冠楠、崔玉婷、duo-
zoulu战队、吴常昊、黄鹂战
队、蜗牛战队等分获成人男
子组（女子组）、大众组、亲子

组一、二、三名。
据悉，木札岭站的比赛

分两天进行，赛事涵盖了
“百米趣味定向赛”、自由游
览观光以及专场篝火晚会
以及第二天的“丛林短距离
定向”。通过赛程组委会的
安排，不仅让参赛选手收获
了竞技体育的快乐，同时领
略了木札岭的飞瀑流泉、密
林幽幽，可谓自然与体育的
完美融合。“木札岭的丛林
赛道清凉舒适，体验度极

高，有在欧洲顶级赛道比赛
的感觉！”专业男子组冠军
武冠楠兴奋地说。

定向运动，是一项智能
型体育运动，近年来以其
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和独特
的 魅 力 深 受 广 大 群 众 喜
爱 。 本 次 赛 事 的 成 功 举
办，更是让木札岭景区在
大力发展体育旅游、加快
旅游与文体活动的融合、
旅游+N的多元化发展迈上
了新的台阶。

2019天路征途——中国
林州太行大峡谷KOM爬坡王
自行车挑战赛即将热血开赛！

2019天路征途——中国
林州太行大峡谷KOM爬坡
王挑战赛将于6月22日~23
日在林州太行大峡谷举行，
本次比赛设置男子公路组
20km/43km和女子公路组
20km/23km四个专业组别，
另增设大众体验组20km，每

一位参赛选手可获赠价值
140元5A景区太行大峡谷门
票一张，可以让各位参赛选
手在比赛完毕放松之余，进
入太行大峡谷景区内欣赏辽
阔秀美的太行大峡谷。

太行大峡谷风景区位于
河南安阳石板岩境内，是国
家5A级旅游景区，景区总面
积89平方公里，其植被覆盖
率为90%，有天然氧吧之美

誉。境内断崖高起，群峰峥
嵘，苍溪水湍，流瀑四挂，是

“北雄风光”的典型代表。
本次比赛贯穿太行大峡

谷整个景区，比赛路线将依
次经过太行平湖、桃花谷、飞
龙峡、九连瀑布、凌云廊、梦
幻谷、浮云顶、揽胜台、鲁班
壑，多个景点铸就梦幻的骑
行路线，在完成比赛的同时，
峡谷美景可尽收眼底！

今年 4月份，第四
届“洛阳白云山杯”中国
围棋棋圣战已经在武汉
进行了八强赛和半决
赛，柯洁率先杀出重围，
范蕴若紧跟其后。开幕
式上，中国围棋棋圣战
冠名方洛阳白云山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兰海波在致辞中
表示，洛阳白云山目前
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景区、国家级森林公
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园
内山、水、云、林交相辉
映，环境幽静，设施完
善，非常适合开展棋类
比赛和山地体育运动。

希望通过此次比赛活
动，进一步彰显洛阳白
云山避暑度假、健康养
生、文化休闲、体育运动
的品牌魅力，把洛阳白
云山打造成中国围棋圣
地。

6月15日12：30开
始，第四届“洛阳白云山
杯”中国围棋棋圣战挑
战者决定赛在郑州希尔
顿酒店开盘，柯洁九段
和范蕴若九段进行挑战
者决定赛的对局。经过
激烈厮杀，柯洁领先胜
出，范蕴若输。获胜者
柯洁将在接下来的决赛
中挑战上届棋圣连笑，
争夺新一届棋圣。

作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的郑州绿博园，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市
民，每年都会精心准备
贯穿整个夏季的主题夜
间游活动，为周边市民
提供一个夏夜休闲纳凉
的好去处。今年也不例
外，2019绿博之夜金星
啤酒消夏狂欢季将于6
月 29 日强势回归，音
乐、美食、美酒，时尚表
演、音乐喷泉、戏水狂欢
……定让你“嗨”足一
夏！

据绿博园工作人员
介绍，2019绿博之夜活
动时间定于6月29日~
8 月 18 日期间的周六
日，周周精彩不停歇，让
你嗨翻一夏。劲歌热
舞、乐队表演、啤酒互
动、火舞秀、小丑音乐
剧、大型魔术、嬉水狂

欢、音乐喷泉……每一
个节目都精彩纷呈、各
有特色，带你畅享一场
夏夜星空下的全方位视
听盛宴。

美景需感知，美食
需体验。园区“老家味
道”美食古街集聚河南
省18地市特色美食，另
有龙虾节强势加盟，诱
动你的味蕾！只有你想
不到，没有你吃不到，身
为资深吃货的你，可不
能错过这种“逛吃逛吃”
的绝妙体验。

喧嚣的音乐释放夏
日的激情，美味的啤酒
跃动清凉的旋律。头顶
夏夜繁星，流连璀璨灯
火，徜徉飘香美食，连空
气中都是撩人的美味，
这样的绿博园，这样的
绿博之夜，你准备好了
吗？

河南省全民定向系列赛在木札岭开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通讯员 殷亚洲

柯洁获“洛阳白云山杯”
棋圣战挑战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郑祎歌

太行大峡谷爬坡王自行车挑战赛来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立学 通讯员 孟洪涛

2019绿博之夜
将于6月29日强势回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刘瑞

6月15日~16日，新乡南
太行万仙山景区面向大河生
活卡会员、郑州银行商鼎瑞卡
用户免门票，近5000名会员
慕名而来，享受大河生活卡旅
游福利的同时，一览“第八大
奇迹”的挂壁公路，畅游南太
行醉美风景万仙山。

六月的万仙山，满目苍
翠，处处充满生机。景点有
红岩绝壁大峡谷、绝壁长廊
郭亮洞、影视基地郭亮村、瀑
布山水南坪村等，其中，绝壁
长廊又名郭亮洞挂壁公路，

在万仙山各景点中最为著
名，绝壁长廊全长 1250 多
米，完全由人工开凿，是南太
行第一个横穿绝壁的隧道，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郭亮村，倚山崖而建，村前咫
尺是百米悬崖，村后是高耸
的山峰，因其独特淳朴的原
生态，被不少电影选做取景
地，拍摄过《清凉寺的钟声》
《倒霉大叔的婚事》《举起手
来》等四十多部影视剧，因此
郭亮村也被誉为“中国第一
影视村”。

此外，大河生活卡第22
期大河旅游直通车活动也于
6月 15日挺进郭亮万仙山，
100 名大河生活卡、郑州银
行商鼎瑞卡的幸运会员畅享

“免门票、免路费”双重福利，
轻松度过周末美好时光。游
淳朴古村落、攀登郭亮洞绝
壁长廊、与传奇“十三壮士”
合影、倾听老人诉说艰苦奋
斗“凿太行”的故事……“跟
着大河报·大河生活卡去旅
游，不仅仅是放松、是愉悦的
大开眼界，也是一种学习，一
种心灵的荡涤和思想的充电
……”会员张志成先生感慨
道。

大河生活卡免门票！5000名会员挺进万仙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文 赵阳 摄影

大河生活卡是大河报重磅推出的“互联网+
生活”的民生项目，它集旅游、餐饮、汽车服

务、观影、教育、理财、健康等优质福利于一体。大河
生活卡涵盖 100+景区免门票，郑州 300多家餐饮门
店提供全年专属折扣，全省73家车享家汽车服务超
值优惠，华泰证券专属理财服务及近20家老牌驾校
报考驾照立减 200元现金，信阳地区 30家品牌门店
全年折扣等。

郑州银行商鼎瑞卡是郑州银行联合大河报共同
推出的一款联名信用卡，额度高，权益多，持卡人可
享受大河生活卡旅游免票、餐饮打折、汽车服务、驾
校优惠等权益。

关注“大河生活”公众号
了解更多活动

扫二维码免费申请
郑州银行商鼎瑞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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