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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济源王屋山登山公开赛

★ 开幕式文艺演出

★ 2014济源王屋山登山公开赛

★ 国际旅游形象大使大赛中西部赛区总决赛

★王屋山旅游商品展销会

★ 旅游名车展

★★““体验河之南体验河之南””大河报直通车走进王屋山大河报直通车走进王屋山

★★ 55··1919中国旅游日河南百万门票大派送济源分会场中国旅游日河南百万门票大派送济源分会场

★★旅游记者专题采风活动旅游记者专题采风活动

活动时间、地点 2014年5月18日，济源市王屋山景区

（（一一））参赛规程参赛规程
比赛时间比赛时间：：20142014年年 55月月 1818日日
组别组别：：比赛设青年男比赛设青年男、、女组女组（（1818--3535 岁岁 ，，

19791979 年年 55 月月 11 日日--19961996 年年 44 月月 3030 日日）；）；中年中年
男男、、女组女组（（3636--5050 岁岁 ，，19641964 年年 55 月月 11 日日--19791979
年年 44 月月 3030 日日）。）。

比赛线路比赛线路：：从王屋山风景区王屋山庄出从王屋山风景区王屋山庄出
发发，，经银杏树天坛神路到天坛顶止经银杏树天坛神路到天坛顶止，，约约 44 公公
里里，，即轩辕黄帝祭天徒步登山祭天的线路即轩辕黄帝祭天徒步登山祭天的线路。。

奖项设置奖项设置：：各组奖前各组奖前 3030 名名，，前三名分别前三名分别
奖奖 30003000 元元、、20002000 元和元和 10001000 元元，，同时还将获得同时还将获得
河南省体育局颁发的奖杯河南省体育局颁发的奖杯、、奖牌和证书奖牌和证书。。第第
四名至第十名四名至第十名 ((济源名优特产价值济源名优特产价值 500500 元元))。。
第第 1111 名至第名至第 3030 名名 ((济源名优特产价值济源名优特产价值 300300
元元))。。

（（二二））报名方式报名方式
55 月月 1111 日日 99::0000 至至 1717 日日 1212::0000 在济源市在济源市

文化城西广场现场报名文化城西广场现场报名。。
报名时持本人身份证报名时持本人身份证，，登记注册领取登记注册领取

参赛号码布并签订免责声明参赛号码布并签订免责声明。。
运 动 员 可 拨 打运 动 员 可 拨 打 03910391--67333586733358、、

03910391--68967896896789 或登录或登录 www.jylyw.netwww.jylyw.net（（济源旅济源旅
游网游网））进行咨询进行咨询。。

大赛免收报名费大赛免收报名费。。
（（三三））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1..赛事当天赛事当天（（55 月月 1818 日日））济源市民凭身济源市民凭身

份证免王屋山景区门票份证免王屋山景区门票；；中国旅游日中国旅游日（（55 月月
1919 日日））王屋山王屋山、、五龙口五龙口、、黄河三峡黄河三峡、、小沟背小沟背、、
济渎庙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济渎庙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

22..为确保运动员安全为确保运动员安全、、及时到达景区比及时到达景区比
赛场地赛场地，，大赛为运动员提供市区到景区的交大赛为运动员提供市区到景区的交
通安排通安排，，往返车费往返车费 2020 元元//人人（（往返往返 8080 公里公里），），
由运动员自理由运动员自理。。需要乘车的运动员需要乘车的运动员，，报名时报名时
可购买乘车卡可购买乘车卡。。

33.. 55 月月 1818 日日 77::0000 在济源市文化城西广在济源市文化城西广
场凭乘车卡集中乘车前往王屋山景区场凭乘车卡集中乘车前往王屋山景区。。

44..报名时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报名时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费
用用 1010 元元//人人。。

5. 5月 18日参赛运动员凭参赛号码布进
入王屋山景区门票免费（门票全价 80元），乘
坐索道凭参赛号码布五折优惠。

6. 5 月 15 日至 17 日，运动员可以到王屋
山景区熟悉比赛路线，凭参赛号码布景区门
票 10 元。

7.报名前 500 人可免费领取纪念 T 恤衫
1 件。

8.报名运动员不需要向大赛提供自身
体检证明，但需向大赛签订免责声明，内容
如下：

（1）本人自愿报名参加第八届济源王
屋山国际登山节及一切相关活动(以下统称
比赛)；

（2）本人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所
制定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
措施；

（3）本人全面理解参赛可能出现的风
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本人愿意承

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
意主办方对于非主办方原因造成的伤害、死
亡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损失不承担任何形式
的赔偿；

（4）本人同意接受主办方在比赛期间提
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医院救
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人自理 ；

（5）本人授权主办方及指定媒体无偿使
用本人的肖像、姓名、声音和其他个人资料
用于比赛的组织和推广；

（6）本人同意向主办方提供有效的身份证
件和资料用于核实本人身份，并同意承担因身
份证件和资料不实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7）本人同意主办方以本人为被保险人
投保人身意外险，具体内容已从保险说明书
中知晓，本人均予以认可；

（8）本人或法定代理人已认真阅读并
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
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活 动 内 容

““东方国际公馆东方国际公馆””杯杯20142014济源王屋山国际旅游登山节于济源王屋山国际旅游登山节于55月月1818日举办日举办
5月18日，王屋山景区济源市民免门票；5月19日，王屋山、五龙口、黄河三峡、小沟背、济渎庙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

在西峡银树沟景区，3万亩野生杜鹃花次第开放、绚丽多彩，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封德/摄）

继 2012-2013 年美国巡演
两年 80 个城市 800 余场后，5
月初少林寺武术馆圆满完成
第二轮北美巡演任务。

据悉，1 月至 4 月少林寺
武术馆分别在美国纽约、旧金
山、休斯顿等 16 个城市演出
近 40 场。该轮巡演是嵩山少
林寺武术馆与美国玲玲马戏
团两年合作协议的补充。该

团以其良好的团队精神和突
出的功夫技艺，得到合作方的
高度肯定，在北美巡演两年
后，再次受邀派出两支队伍，
参与美国玲玲马戏团西部牛
仔摩托队和金队的巡演。与
此前不同的是，本次节目内容
突出真功夫硬汉形象，与摩托
车杂技同台演出，受到年轻人
的高度欢迎。 （吴卫勇）

内乡县衙：
丰富活动迎宾朋

“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
梁”是 2014 国际博物馆日的主
题。内乡县衙博物馆在实施门
票优惠基础上，积极筹备各项活
动。

5月18日，内乡县衙对游客
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同时
60岁以上老人、持军官证、士兵
证、残疾证、军残证人员均给予
免费接待政策。5月 15日至 19
日，将有 3000 名中小学生免费
走进内乡县衙，了解博物馆文
化。同时，为了直观展现内乡县
衙博物馆特色，节日期间将继续
免费推出《知县审案》、《宣讲圣
谕》、《品茶听戏》、《官民同乐》、

《鼓乐迎宾》等节目，期待游客参
与。 (朱天玉 苗叶茜)

岳飞庙 羑里城：
门票半价惠民众

5 月 18 日和 19 日，汤阴岳
飞庙和羑里城两景区将对广
大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
策。同时，羑里城景区将上演

“文王出禁”大型古装迎宾表
演节目，并开展“神龟祈福”、

“勇闯八卦阵”、“武士巡城”等
旅游活动；岳飞庙将为游客奉
上“岳家军军服展示”、“岳飞
射箭场展英雄豪迈”等活动，
让游客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
中 ，感 受 汤 阴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领略独特的景区魅力，更
热爱旅游，更热爱生活。

据悉，2014 年“中国旅游
日”的宣传口号是“爱旅游、爱
生活”；活动主题是“快乐旅
游，公益惠民”。 (金玉清)

4 月 5 日至 5 月 5 日，西峡
县寺山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为
期一个月的“人与自然——寺
山野生动物奇乐运动会”，在
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同时，也
迎来了游客火爆的场面。据

了解，此次推出的百鸟运动
会、狗熊运动会、猴子运动会、
狮子运动会、老虎运动会等精
彩节目和“人与自然”图片展，
受到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朱天玉 封德）

五
月
，老
乡
带
你
游
河
南

“五月，老乡带你游河南。让碌碌的心灵，放飞
悠悠的老家”。

五月，由河南省旅游局主办的“老乡带你游河
南”活动正式开启，河南父老乡亲邀请全国各地网
友前往老家河南旅游放松，体验乡情。

五一小长假之前，打算假期出行的湖南株洲大
学生李行胜在他一直关注的新浪 @河南省旅游局
官方微博上，偶然参加“老乡带你游河南”活动，并
且幸运地“砸中彩蛋”，不仅因互联网结识河南本地
网友结伴出游，还惊喜获得河南省旅游局提供的旅
游基金，前往河南旅游体验。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你旅行，TA 陪伴，我出
钱”的方式，由“河南旅游体验网”公开招募旅游
者。活动最后将从报名者中选出河南老乡与外省
旅游者各 10 名，根据各自的需求搭档成 10 组游河
南。每组最高可获得 2000 元的旅游基金，用于在河
南境内 2 晚 3 天的旅游安排。在旅行中，旅游者将
通过微博、微信与河南省旅游局官方微博、微信互
动，实时展现河南旅游风貌。活动结束后，河南省
旅游局还会在这 10 条线路中评选出“最佳旅游体验
线路”，胜出的参与者还可获取千元现金大奖。

据悉，“老乡带你游河南——让碌碌的心灵，
放飞悠悠的老家”，活动目前仍在火热招募中，有
意向的网友可以前往河南旅游体验网，或关注新
浪平台@河南省旅游局官方微博、河南旅游官方
微信（ID：hntacn），了解活动详细信息，报名参与。

(杨牧野)

清明上河园：缔造文明旅游的典范
本报记者 吕桓宇

为 庆 祝 5·19 中 国 旅 游
日，同时更好地宣传济源旅游，
打造以王屋山为龙头的济源旅
游品牌，2014 济源王屋山国际
旅游登山节将于 5月 18日在王
屋山景区举办。登山比赛线路
为王屋山庄—银杏树—天坛神
路—天坛顶，将组织专业登山
运动员、登山爱好者组队参

赛。届时,盛大的开幕式、精彩
的文艺演出、2014 全国登山健
身大会王屋山站比赛、王屋山
旅游商品展销会、旅游房车体
验活动、旅游记者专题采风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为来自全国
各地的运动员及游客奉上一道
集旅游、体育、休闲、文艺等内
容为一体的旅游盛宴。（李娟）

5 月 11 日恰逢母亲节，在中原地
区首家 AAA 级景区市场唐人街文化
广场，第一届郑州“醉魅唐人街”主题
摄影赛拉开帷幕，两位母亲首先走进
镜头，畅享唐人街的慢生活。

“阿姨，我妈妈不在身边，就让我
们为您送来一份爱心吧！”活动当天，
来自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的几名大学
生在唐人街文化广场，给自己找到了

“母亲”，并表达了对“母亲”深深的
爱。

几名大学生说，由于家在外地无
法表达对妈妈的爱，于是找到了在唐
人街负责保洁的两名阿姨，给她们穿
上节日的盛装，为她们送上了节日的
礼物。接着，两位母亲坐上高头大
马，在唐人街里巡游了一番。她们还
走进聚仁堂茶楼，细细品茗，那种神

气劲，让人赞叹不已。
据悉，此举是首届郑州“醉魅唐

人街”系列主题摄影赛的系列内容之
一，来自省会的近百名摄影家把镜头
对准了母亲节里的爱心互动活动，记
录了人间真情的传递，摄影家们捕捉

到的精彩照片，将举
行专场摄影展览，让
爱心得以向更多的人
传递。

唐人街文化广场
是郑州首家高端综合
性文化广场，涵盖了
茶叶、佛具、古玩、名
人字画、珠宝玉器等
为 一 体 的 多 元 化 元
素，整体建筑以明清
风貌为特色，尽显古
朴精致，目前已有千

家商户汇聚。接下来，唐人街将通过
摄影大赛、文化惠民、万人品茶等文
化活动，致力打造全国十大古玩城和
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提升其
市场影响力。

唐人街有爱，请“妈妈”来喝茶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国家 5A 级旅游区、国家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全国旅游文明示范点
——开封清明上河园,通过十六年
的辛勤耕耘，打造了文明旅游的一
张亮丽的名片。

“除了在 IS9000 和旅游标准化
基础之上，我们把文明旅游作为园
区服务的核心和内容。”清明上河
园总经理周旭东告诉记者。

清明上河园在提升景区文明旅
游品质的同时，更加大了和文明旅
游相关的服务。园区为广大游客
提供了良好的服务设施，像引导系
统、标识系统等,这些系统明白、直
观、清楚，帮助人们进行文明旅游。

“园区所有的景点都有详细的
旅游说明；在园区的显著位置比如

在大门前，在入口处，都有国内文
明公约的提醒和提示；另外，标识
的‘危险’、‘禁止攀爬’等字样，都
可引导游客按照《旅游法》来文明
旅游。”周旭东说。

再如，园区为游客提供了更贴
心的、人性化的服务。

去年，园区在炎炎的夏季，为游
客免费送绿豆汤、送西瓜；园区有
的地方树还没有长大，遮阳不够，
他们又搭建了遮阴棚，遮阴棚上面
还用了绿色植物进行装饰,解除了
游客酷暑之苦,受到了游客纷纷好
评。

清明上河园在文明旅游的打造
中，最大的亮点是,从去年开始，在
园区内给游客免费提供开水。

“中国人有喝开水的习惯，我们
何不供应开水呢？我们根据景点
的布局，在景区里一共设了五个开
水供应点，南苑三个，北苑两个，受
到了游客的一致好评。”周旭东告
诉记者。

这些开水供应点，为游客喝水
和吃泡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开
水供应点的推出，满足了国内游客
喝开水的习惯，也减少了环境的污
染。可以说，给文明旅游奠定了一
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又提升了园区
的服务品质,是园区文明旅游的一
个重要环节，也是园区文明旅游的
一大体现，在全国的景区中也是比
较少见的。”周旭东显得很自豪。

现在，清明上河园着重研究的

是游客最大承载量的控制，这一点
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
内有很多景区，在黄金周不顾景区
的承载量，使进入景区的游客大大
超过景区的承载量，给景区很大的
压力，造成了拥堵、踩踏、无序，以
至引发了很多安全事故。

所以，清明上河园按照旅游法，
严格控制游客入园量，推出预警制
度，为文明旅游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旅游环境和旅游秩序。

“文明旅游需要有一个良好的
秩序，这一点，我们的预案是做得
比较好的。”周旭东说。

在 文 明 旅 游 中,景
区里的基础设施同样非
常重要。

周旭东告诉记者,今年我们还
想 在 基 础 设 施 方 面, 做 得 更 好 一
些。比如园区的“东京食坊”正在
全面地改造。“东京食坊”是清明上
河园内高档次的开封小吃一条街，
将为游客提供更好、更丰富、更有
特色的餐饮服务，使整个园区的餐
饮服务有一个质的飞跃。

今年，一个大的购物中心还将
在园里开业。这对提高游客在园
区的购物品质，引导游客进行文
明、理性的消费，必将起到十分重
要的作用。

红艳艳、紫嘟嘟、圆润饱
满、汁多味甜，吃上一个唇齿
留香，满口甜爽。近日，淇县
古灵山景区桑中林百余株桑
树果实累累，鲜红、紫红色的
桑葚挂满枝头，正是采摘好时
节！

据悉，古灵山桑中林被誉

为中国最古老的爱情公园，位
于景区古佛洞西侧，有桑树数
十亩，如今正是桑葚初成熟时
期，还有近一个月的最佳采摘
时间，凡是到景区游览的游客
皆可免费到桑中林品尝、采
摘，感受古灵山桑葚特有的甘
美。 (王瑞杰)

5 月 10 日，一条郑州连接
龙潭沟旅游度假区的专线巴
士开通。专线旅游巴士开通
后，郑州游客游览龙潭沟景
区、五道 景区、龙河漂流将

更为便捷。据了解，该旅游巴
士每周六早上从郑州发往龙
潭沟景区，周日返回，单程票
价 120元。

（韩立）童石

郑州至西峡龙潭沟旅游专线开通

少林功夫第二轮美国巡演结束

淇县古灵山：桑葚采摘受欢迎

西峡寺山：特色活动受热捧

济源王屋山国际旅游节即将举办

快乐旅游 公益惠民
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日；5月 19日，中国旅游日。为了迎

接这两个节日的到来，南阳内乡县衙、汤阴岳飞庙和羑里城景
区纷纷推出主题活动和优惠措施，喜迎宾朋。

0377-69921252

本期关注

西峡龙潭沟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0377-6977899

文明旅游在河南
河南省旅游局、河南日报社联合主办

图 说 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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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母亲，去唐人街喝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