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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鹤壁市朝阳山
第 八 届 全 民 登 山 健 身 节 开
幕。来自河北、山西、郑州、新
乡、安阳、周口等地专业登山
团 队 及 本 地 登 山 爱 好 者 近
2000人参加开幕式。

开幕式上 30多名空竹爱好
者为大家表演了抖空竹，虎生风

长达 3米的“空竹龙”让大家目
不转睛，精湛的抖空竹技艺吸引
了在场所有游客的目光。随后，
朝阳山飞人挑战赛在开幕式后
打响发令枪，近千名选手共同起
跑，登山健身。据悉，朝阳山第
八届全民登山健身节 5月 26日
结束。 （王瑞杰）

近日，西峡县“屈原文化
旅游园区”项目建设研讨会在
北京召开，与会的领导和中国
屈原学会专家学者就园区特
色定位、框架结构、景观设置、
配套设施、活动项目等进行了
深入研讨。

经过深入研讨,专家一致
建议该项目在规划建设中要突
出西峡的楚文化特色，确定中
轴线、布局分区、文化节点，结
合中央决策部署，把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把古镇建

设与新型城镇化、楚长城建设
结合起来，保护好利用好旅游
区的文物资源，把屈原文化元
素体现到当代人的生活中，同
时在园区内举办屈原文化特色
旅游活动，让游客亲身体验感
受楚文化和屈原精神的魅力。
据悉，屈原文化旅游园区以西
峡屈原文化遗存和自然山水精
华为基础，以爱国主义精神、端
午节等文化内涵为主导，具有
休闲、度假、观光等产业功能的
特色旅游景区。（朱天玉 李晋）

记者了解到，豫北地区超
大型水上乐园——安阳天之
瑶旅游度假区水上乐园项目，
将于 5月开园迎宾。

据介绍，天之瑶旅游度假
区着力打造“梦回古殷商、玩
转易温泉”的旅游品牌。项目
一 期 斥 资 2 亿 元 ，按 照 国 家
AAAA级旅游景区标准建设了
室内外温泉和大型水上娱乐
项目。天之瑶秉承“像对待亲
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客户”的经
营理念，将休闲、度假、会议、

养生、旅游成功捆绑运营，成为
中原极具规模的休闲度假综合
体。2013年天之瑶度假区最高
日入园游客突破两万人。

目前，为回报广大游客，
天之瑶钜惠风暴来袭，原价
168 元/人的门票，周一至周五
仅需 49 元/位；四星级客房仅
需 188 元（含两张温泉门票+
双人早餐）；周末及节假日也
仅需 98 元/位，四星级客房仅
需 238 元（含两张温泉门票+
双人早餐）。 （张莉娜）

近段时间以来，40 集电视
连续剧《大河儿女》在央视一
套黄金档的热播，不仅给全国
观众了解和认识钧瓷提供了
讯息和平台，同时也给钧瓷的
故乡——禹州带来了慕名而
来的贵宾。国粹钧瓷再一次
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作为钧瓷的故乡，在《大
河儿女》播出之后,禹州立马
成了旅游的新热点。正如剧
中所呈现的那样，盛产钧瓷的
神垕古镇，古朴、大气、神秘。

“进入神垕山，七里长街观，七
十二座窑，烟火遮住天，客商
遍地走，日进斗金钱”，明清时

期流行的民谣直到现在还被
人们津津乐道地传唱。钧瓷
是这座古镇的生命之源。

目前恰逢许昌第八届三国
文化旅游周和五一小长假，为
给广大游客提供一个进一步走
近钧瓷、了解钧瓷、欣赏钧瓷和
体验钧瓷的平台，禹州旅游局
特精心设计规划了几条详实、
愉悦舒适而又安全的旅游出行
计划。在此次的旅游线路中，
除了担纲主角的钧瓷古镇文化
游品牌线路外，倡导全民健身
登山文化的禹州国家 4A 级景
区——大鸿寨相信也会成为您
不二的选择。 (杨牧野)

西峡“屈原文化旅游园区”呼之欲出

《大河儿女》热播 禹州钧瓷受捧

安阳天之瑶 5月开启冒险之旅

淇县朝阳山健身节邀您来

4 月 25 日，中国海滨之城山东青
岛，在春日的照耀下，明丽、洁净、清
爽。清新的海风吹过来，让人心旷
神怡。

下午 4：00，在青岛秀丽的百果
山下，2014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河
南开封园举行了盛大的落成揭幕仪
式。开封市原副市长陈国桢、青岛
世界园艺博览会执委会副秘书长卞
成为河南开封园落成揭幕。

“开封作为八朝古都，曾有过举
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经典名画

《清明上河图》就取材于北宋时期的
东京汴梁，它让全世界认识了开封
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我们有信心将
河南开封园打造成为展示中原文化
的 窗 口 、青 岛 世 园 会 的 精 品 和 亮
点。”陈国桢表示。

青岛世园会执委会副秘书长卞
成在揭幕仪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致
词。他说，古都开封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其博大精深的文化享誉世
界。以“天人合一”为设计理念的河
南开封园，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盛世美景，呈现于青岛世园会，
文化与美景相得益彰，自然与生活
完美融合。

“相信园艺景观与文化魅力相互
映 衬 的 河 南 开 封 园 ，一 定 会 成 为
2014 青岛世园会的一大亮点，为中
外游客留下美妙的游览体验。”卞成
表达了自己衷心的祝愿。

中原文化，具有世界的影响力。
河南开封园的创意，是以《清明

上河图》这幅著名画卷为蓝本，它把
古老而深厚的中原历史文化展现在
了全世界的面前。展园秉承“文化
创意、科技创新、自然创造”的发展
理念，充分做好开园以后文化展示
工作和特色节会活动。

河南开封园将传世名画在这里
进行了生动地诠释，传递出了厚重
的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了青
岛世园会的文化特色。

“2014 青岛世园会河南开封园，

是由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的。我们代表河南省，代表开
封 市 来 参 加 世 园 会 ，感 到 十 分 荣
幸。”清明上河园总经理周旭东接受
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周旭东说，我们把中原文化通过
《清明上河图》来表现、浓缩和展示，
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河南开封园，
从创意，到规划，到定稿，都在市领导
指导之下完成。在建设过程中，我们
多次往返，进行修改，现在终于落成
了，而且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开封是《清明上河图》的故乡，
应该用它来展示我们河南，我们开
封古老的文明和文化，让世界了解
开封，走进开封，并通过世界园艺博
览会，让开封走向世界。”周旭东说。

青岛世园会的有关专家，对河
南开封园作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
为，河南开封园用一幅《清明上河
图》画卷，浓缩了古老、深厚的中原
文化，这个创意新颖而独特。尽管
展园面积并不大，但是，它对世园会
的影响，却是非同凡响。

“河南开封园的承建，可以说，
任务重，时间紧，难度大，我们深感
压力巨大。”2014 青岛世园会河南开

封园前置总指挥、清明上河园副总
经理尚为人，参加完落成揭幕后对
记者谈了自己的感受。

为了追求质量和艺术的完美统
一，为了实现文化和旅游的高度融
合，尚为人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开
封和青岛之间，终于为开封，为河
南，为 2014 青岛世园会打造了一个
精品文化展园。

“我们投入 300 多万元来打造
河南开封园，感觉还是很值得的。
它的顺利落成，表明我们有能力做
一个好的展园；它的成功揭幕，对展
示开封、宣传河南，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尚为人说。

河南开封园总面积 1202 平方
米，在一片高低不平的空地上，打造
了一个堪称精品的展园，它体现了

《清明上河图》的风貌，把《清明上河
图》的精华，微缩在了一个园子里。
展园里的欢门、虹桥、牌坊，都是《清
明上河图》里典型的宋式建筑。

记者在现场看到，来河南开封
园 参 观 的 游 客 熙 熙 攘 攘 、络 绎 不
绝。大家有说有笑，兴高采烈。每
一位游客，必登虹桥。虹桥上，游人
川流不息，热闹非凡。桥面上的《清

明上河图》浮雕，栩栩如生，大宋文
化的气息，扑面而来。

人们不住地品味着，交谈着，仿
佛回到了千年以前的大宋故都。“咔
嚓、咔嚓”的相机快门声，定格了一
个个动人的瞬间，留下了一张张美
丽的笑脸。

满园春色堪入画，一池清水总宜
诗。

在河南开封园，清明上河园的民
间艺人为全世界的游客带来了一场
丰富的文化盛宴。有民间工艺神嘴
马大吹的“吹糖人”、马大捏的“捏面
人”、木雕、泥塑泥泥狗、瓷刻艺术；
有民俗绝活“头蹦梯”、“脑弹子”、

“顶坛”、“高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旋匠”，等等。吸引了一批又一批
的游客驻足观看，人群中不时爆发
出喝彩声和热烈的掌声。

河南开封园浓郁的宋风宋韵，吸
引了各大媒体的目光。落成揭幕
后，青岛电视台《今日》栏目组走进
河南开封园，作了卫星直播连线的
现场报道。

“河南开封园的民俗活动很有特
色，很有内涵！”来自贵州的一名姓
左的游客告诉记者。

河南开封园，从开始承建到试营
业，就产生了强大的文化吸引力，成
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把《清明上河
图》雕刻在虹桥上，特别吸引游客，
人气非常旺。

“河南开封园让我们看到了一
个千年前的开封，成为最受游客欢
迎的展园，展园的民俗活动成了亮
点，这里每天集聚了很多游客。”世
园会展园管理部主管高铭阳告诉
记者。

“我们这次开发的商品有纪念
币，如虹桥、生活百态、张择端像、

《清明上河图》浮雕的片断。另外，
还有景区吉祥物，如 Q 版人物、清明
娃等，这些都很受游客的欢迎。”清
明上河园商务部宋歌对记者说。

2014 青 岛 世 园 会 ，从 4 月 25

日-10 月 25 日，历时半年，预计将接
待全世界的游客 2000 万人次。这是
继 2008 年奥帆赛之后，青岛市承办
的又一重大国际性活动，是国际园
艺文化和园林科学的又一次“奥林
匹克”盛会，它将全世界的目光再次
聚焦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让生活走进自然，这是 2014 青
岛世园会的主题。

河南开封园，无论是构图，还是
布局，都别具匠心；既有很高的园林
立意，又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使
得整个展园显得厚重而灵动。

她打造了一个代表中原文化的
“园中园”、“图中图”、“景中景”。

到青岛世园会，必游河南开封
园；就像到上海世博会，必看中国馆
一样。

1000 年前的北宋京都开封，无
疑是当时最知名的国际大都市，它
是那个时代的自然、人文、社会和谐
的典范。

1000 年后的今天，国家 5A 级景
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清明
上河园代表开封，代表河南，参加
2014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通过《清
明上河图》的精彩片断，来展现厚重而
博大的中原文化，这是多么大的魄力。

“河南开封园建得开放，建得雅
致，小中见大，非常出彩。她不仅带
来了中原的美景，带来了中原的文
化，也提升了世园会的文化品位，我
对开封园充满了期待。”青岛世园会
执委会规划设计部副部长展二鹏对
记者谈了自己的观后感。

在清明上河园市场总监李琦眼
里，河南开封园精彩亮相青岛世园
会，搭起了一座从海滨城市通向大
中原的友谊之桥、经济之桥。

站在虹桥上，清风徐来，远处是
青山环抱。

夕阳西下，太阳的余辉照在雄伟
的虹桥和古朴的欢门上。河南开封
园，越发显得沉静、大气而又熠熠生
辉。

满园春色堪入画 一池清水总宜诗
——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河南开封园落成揭幕纵览

本报记者 吕桓宇

青崖如点黛，赤壁若朝霞，树翳文禽，潭
泓绿水……

在安阳林州太行大峡谷景区，一队队穿
着色彩鲜艳，登山装备齐全的韩国游客在欢
声笑语中超越记者的脚步，韩国女孩子漂亮
的面庞在太行山的印衬下更加温柔。

4月25日，太行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赵斌与记者谈起景区的现状与发
展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从今年春天开始，‘韩
流’再度升温，到太行大峡谷的韩国游客几乎包
揽了韩国至石家庄、济南、青岛、太原和郑州的所
有班机，数以万计的游客接踵而至，太行大峡谷
在韩国的影响力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此外，国
内游客也出现大幅增长，呈现出境外、境内两个
客源市场相互带动、比翼齐飞的良好发展趋势。”

“韩流”持续升温 峡谷奇观备受青睐

作为南太行山水的典型代表，太行大峡
谷景区日益受到韩国游客的追捧。

4 月 25 日，记者在太行大峡谷景区看
到，旅游标识是韩文的，咖啡馆、韩餐馆、购
物店是韩国人经营的，就连农家院的门头都
带有韩国字，无论是在“天然氧吧”桃花谷、

“百里画廊”太行天路、还是在“太行之魂”王

相岩，韩国游客一拨接着一拨。
据赵斌介绍，自 2011 年以来，太行大峡

谷景区大力拓展韩国客源地市场，韩国入境
游客快速增长，从 2011 年的 1700 人增长至
2013 年的 6 万人，预计 2014 年接待韩国游客
12 万人。景区独特的峡谷景观获得了韩国
游客的高度评价，并被韩国观光协会中央会
评为“最受韩国游客喜爱的中国名山”，2013
年单景点接待韩国游客数量居于国内前列。

“现在，每天的韩国团队基本保持在 20
余个，高峰期超过 1300 多人，韩国游客的涌
入，已经使林州的星级酒店出现了客房紧张
的局面。”赵斌自豪地说。

穿行密林深处 “晒不黑”的漂流值得期待

太行美，惹人醉。
游走于太行天路，峡谷奇观让人目不暇

接；徜徉于桃花谷，山灵水韵惹人陶醉；穿越
王相岩，磅礴大气激人振奋……美轮美奂，
美不胜收。到了 6 月份，太行大峡谷又有了
新亮点，全长 4.5公里的峡谷漂流即将开漂。

太行大峡谷漂流全程位于山地森林带，
河道两侧林木葱郁，景色壮观，是名符其实
的生态氧吧漂，景区一位工作人员风趣地

说：“太行峡谷漂流可是‘晒不黑的漂流’，全
线在森林中穿行，游客将在密林深处体验惊
险刺激，你想晒黑都没有机会。”据悉，太行
大峡谷漂流设施先进，实现了线路全程监
控，配备了空气能热泵热水系统 。

写生基地受宠 画家描绘太行神韵

巍峨屹立的群峰、雄浑苍厚的气势、醇
厚质朴的乡情……太行大峡谷年复一年吸
引了无数写生、绘画创作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沟沟壑壑中聚集着成百
上千的绘画爱好者，成为百里画廊独特的风景。
四川美院的学生张玲面前的水墨写意画引起了
记者的注意，只见山谷、群峰、飞瀑与四月的新绿
相得益彰，壮美中不乏细腻清新。据赵斌介绍，
太行大峡谷是国内著名的写生教育基地，大量美
术院校、园林规划的学生来此写生，亦不乏美术
界的大家来此创作。为更好地发挥此项优势，景
区正在规划设计太行文化艺术创作基地。

2014，注定是林州旅游大发展的一年；
2014，注定是太行大峡谷快速推进的一年。
独特的峡谷奇观和淳朴的太行民风将吸引
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聚焦这片
美丽的土地。

韩国游客的最爱 写生绘画者的最爱 森林漂流者的最爱

到林州太行大峡谷，享你所爱!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王春雨

线路推荐：在到达汝州市区后，去风穴寺游玩可在汝州市东环路与北环路交叉口向东行驶约 800米后向北拐进风穴路，行驶 2.4公里到达风穴寺。同时，游
客也可在市区乘坐 7路公交车直达。怪坡景区在风穴寺的北侧，在即将到达风穴寺时，有通往怪坡的指示标牌。 （汝州市旅游局 周志娟）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魅力汝州欢迎您！
汝州市旅游局为您推荐“五一”小长假的好去处

汝州风穴寺与嵩山少林寺、洛阳白马寺、开
封大相国寺并称为中原四大名寺，因其选址独
特，以真人真水、真泉真瀑、真桥真峡等特点冠绝
古今，其山水环境之优令专家叹为观止。

风穴寺始建于东汉初年。因寺院建在嵩
山南麓群山之间的山坳里，经北魏、唐、宋、元、
明、清历代修缮和保护，至今保存较为完好，

1963 年被确定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风穴寺院藏在山谷之中，入山口后，两山
夹道，山侧苍松叠翠，道路蜿蜒曲径。约走 1.5
公里后方见寺院，确有“深山藏古寺、曲径通幽
处”的诗情画意。寺院占地约 50 亩，现存建筑
有金代中佛殿、明代毗卢殿和钟楼，寺周围有
一处大型塔林，有元明清各代僧人的墓塔百余
座，仅次于少林寺。寺内另存有历代碑刻和元
明清各代佛教造像数十尊，殿、阁、楼、台 140
余间，依山就势而建，高低错落有致。

如果您来走上一圈，一定会有流连忘返的
感觉！

风穴寺七祖塔风穴寺七祖塔

怪坡景区位于汝州市区东北 9 公里
处的风穴寺国家森林公园内，距国家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千年古刹——风穴寺 2
公里，整个景区面积达 18 平方公里。该

景区由怪坡、怪楼、竹林庙、玉皇山四个
景点组成，人文景观和自然资源有机结
合，相得益彰，使这里成为揽山、林、水、
庙、园于一身的旅游休闲胜地。“上坡容
易下坡难”是对怪坡神奇特点的概括。
景区内有全国罕见的姊妹连环怪坡群，
形态各异，长达 2000 多米，主坡长 126
米，宽 30 米，是全国最长的单体怪坡。怪
坡上“水向高处流”这一神秘现象吸引了
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寻奇探密。

很久以来，提及怪坡景区，“重力位
移”、“地磁现象”、“视觉差”等说法，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留下了“如此奥妙谁造

化”的悬念！更为怪坡披上了一层神秘
的面纱。

你见过车自动向上行吗？你想飞檐
走壁吗？请到汝州怪坡。

千年古刹风穴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门票：30元 天下奇观——汝州怪坡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门票：40元

风穴寺佛殿风穴寺佛殿 怪坡景区怪坡景区———省级地质博物馆—省级地质博物馆

怪坡景区怪坡景区

为了迎接“五一”小长假，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对服务
质量、安全、设施设备、卫生、
秩序等方面工作进行了拉网
式检查整治，为游客提供了一
个非常优美的旅游环境。

在景区牌楼和山上的极目
阁、畅怀亭、开襟亭、浮天阁、养心
亭等主要景点装饰了LED灯，每
天开启时间19:30—22:00。

在中心景区五龙峰，布置

了雾喷系统。每天上午 10:00
准时开启。雾喷每天开启时
间 10:00—16:00，运 行 15 分
钟，间隔 30 分钟。

此外，炎黄广场每天两场
大型“拜祖”演出，演出时间
为：上午 10:00—10:30，下午为
2:30—3:00。另外，景区内的
国家地质博物馆、孔雀园也于

“五一”期间免费对外开放。
（吕桓宇）

母亲河畔迎嘉宾

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河南开封园揭碑现场 刘永海/摄

目前，洛阳栾川鸡冠洞景区的高山牡丹
进入盛花期，园里的香玉、肉芙蓉、二乔、赵
粉、姚黄等品种悄露芳容 （孟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