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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脚步渐行渐远，当我们还没来得及思考“时
间去哪儿了”的时候，“三八”节的脚步已经渐渐走近。
对女士们来说，这个节日已成为一个专属的节日。

传统的礼物是否已不能满足您的期许？在这样一
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何不暂时远离纷繁的生活、都市
的喧嚣，走进大自然、走向山野间池塘边寻找节日的快
乐。

我省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活动，为女士们送出春
季大礼。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精神，国
家旅游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旅游标准化创建的工作。由于
在经营中重合同、守信用，近几
年无有效的旅游投诉事件，郑州
翔云旅行社被列为我省首批标
准化试点企业。

翔云旅行社紧抓机遇，充分
发挥标准化在提高旅游产品质量

和服务水平中的作用，大力推进
旅游企业标准的创建、应用、普
及、推广工作。在标准化创建的
过程中，各项工作落实到位，采取
统一指导、分级负责、责任到人的
分级负责制，确保了创建工作顺
利进行。通过标准化创建工作的
深入，进一步提升了郑州翔云旅
行社的管理水平、服务水平，受到
社会各界好评。 （周娜）

从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
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开封
清明上河园传来消息，经过一个
冬季精心修编，2014 版《大宋·东
京梦华》即将于 3 月上旬揭开神
秘的面纱。与 2013 版相比，2014
版《大宋·东京梦华》在演出艺术
效果上更抢眼、更震撼、更流畅，
更符合游客对演艺的全新心理
需求。今年还将运用更唯美的
表现手法，将“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的意境展现得
淋漓尽致。

《大宋·东京梦华》是由清明
上河园投资 1.35 亿元，由著名导

演梅帅元策划的大型水上实景
演出。整个演出运用大量科技
手段，制造出梦幻的效果。八阕
经典宋词和一幅《清明上河图》
串联的画面，将精心选择的北宋
印象包含进去，以唤起一个民族
对兴衰的思考和渴望崛起的激
情。目前，《大宋·东京梦华》已成
为中部地区旅游演艺一大品牌。
通过 70分钟的诠释和 700多名演
员的倾情表演，在醉人的光影和悦
耳的音乐声中，演出把观众带进了
千年前北宋的亭台楼榭、水榭廊桥
之间，展现出一幅北宋王朝鼎盛繁
华的壮丽画卷。 （吕桓宇）

3 月 8 日－9 日，凡 3 月 8 日出
生的女士和结婚的妇夫，凭本人
身份证和结婚证可免费参观；曾
荣获市级以上“三八红旗手”、“女

劳模”的女士，凭获奖证书和本人
身份证可免费参观；其他女性在
此期间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同时，内乡县衙全天分时段免费

推出《鼓乐迎宾》、《官民同乐》、《知
县审案》等特色节目，另有织布、推
盘碾磨、捏泥人、洛画制作等多种
互动项目。 (朱天玉 苗叶茜)

日前，国家农业部官方网站
公布了 2013 年全国青少年农业
科普示范基地名单，河南省宛西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百草园示范
区名列其中。

本次评选由国家农业部科技
教育司和共青团中央农村青年工
作部共同组织开展。入选的宛西
制药百草园是宛药特色工业游的
核心景区，投资总额达 8000万元，

园内建有张仲景石雕像，由九山
（医圣山、龙山、凤山、博士山、龙驹
崖、花果山、果园、青松岭、红枫
岭）、六园（草药园、猕猴桃园、藤本
植物园、农家乐园、欢乐园、动物
园）、一湖（龙湖）、一岛（龙岛）、一
广场（医圣山广场）组成。百草园
一年四季风景如画，成为弘扬仲
景文化、展示伏牛山中药材资源
的重要基地。 （朱天玉 封德）

新版《大宋·东京梦华》即将绽放

在春意始发、花草初萌的
时节，焦作景区为游客送出春
季大礼。

云台山景区：3月1日—15
日，云台山对游客实行门票半
价的优惠政策（即门票75元，景
区区间交通票 60元）。活动期
间，女性朋友们仅凭 60元区间
交通票即可畅游云台山。

青天河景区：3 月 1 日—3

月 16 日，青天河景区执行门
票半价，女士门票全免;女士
凡持 2013 年度县级以上表彰
的有效证件或 3 月 8 日当天出
生，均可享受门票、船票全免
的优惠政策。

神农山景区：3 月 8 日—9
日，神农山景区推出女士免门
票 ，男 士 40 元/人 的 优 惠 政
策。 （朱天玉）

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
小草嫩芽开始崭露头角，鸟儿
的欢叫，溪水哗哗，宅男宅女
们快点出门感受春的气息，鸟
鸣溪乐的快乐吧。即 3 月 1 日

—3 月 10 日，八里沟、万仙山、
关山、九莲山、天界山、齐王
寨、秋沟七大景区女士门票一
律免费。心动不如行动，快点
准备吧。 （杨牧野）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
节，济源市部分景区推出免门
票优惠活动。

王屋山景区：3 月 8 日—3
月 10 日三天，景区对所有女性
游客免门票；

小沟背景区：3 月 7 日—3
月 9 日，景区对所有女性游客

免门票；
五龙口、济渎庙景区：3 月

8 日当天，对所有女性游客免
门票；

黄河三峡景区：3 月 1 日至
3 月 17 日，对所有女性游客及
陪同的男性游客免门票。

（李娟）

巩义市各景区推出多种优惠
举措，喜迎八方游客。

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景区：3 月
8 日—9 日，凡 3 月 8 日出生的女士
以及结婚的夫妇，凭本人身份证或
结婚证可免费游览；（县）市级以上

“三八红旗手”、“女劳模”凭获奖证
书和本人身份证可享受免票政策。

浮戏山雪花洞景区：3 月 8 日当

天女士享受半价优惠。
石窟寺景区：3 月 8 日当天，女

士享受门票半价优惠；马年出生的
女士凭有效证件可免费参观。

青龙山慈云寺景区：3月8日—9
日，女性游客可享受景区门票半价

（25元/人）的优惠；3月8日出生的女
性游客凭身份证免费游览；3月 8日
结婚的游客凭结婚登记证和身份证

夫妻两人可免费游览。
杨树沟景区：3 月 8 日—9 日对

游客实行门票七折优惠。
汇鑫芳香世界景区：3 月 8 日，女

性进行草莓采摘、购买精油等特色
芳香产品均享受八折优惠。

竹林长寿山景区：3月 8日当天，
女士免票、男士五折优惠。

（康磊）

“三八”节开启了栾川春游市
场，各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活动。

老君山景区：3 月 7 日—10 日，
前来游览的女士与随行的男性朋
友全部免门票。

鸡冠洞景区：3 月 7 日—9 日，

针对团队游客女士免票，男士半
价；散客可参与微信活动，在微信
订阅号里搜“鸡冠洞微旅游”，并关
注，参与活动，4 月 30 日前可免费
游览景区。

重渡沟景区：3月6日—8日，女士

免票，男士门票半价优惠（50元/人）。
伏牛山滑雪场：3 月 8 日进园女

游客免门票。
养子沟景区：3 月 8 日—9 日，针

对散客女士免门票，陪同男士半
价。 （吴钧君）

内乡县衙：特色节目来助兴

栾川：春游乐享女人节

焦作：初春福利大放送

新乡：七大景区齐免票

济源：“三八”旅游“她”免费

巩义：景区优惠迎嘉宾

宛药百草园跻身农业科普示范基地

标准化建设助推旅行社管理升级

幸福幸福““女人女人””节节 畅游在中原畅游在中原

春到万仙山 群芳竞妖娆

——“三八”节我省景区优惠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