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悟中原风景 诗话老家河南

余光中、汪国真开启“中原文化寻根之旅”

清明上河园：5 月 29 日上
午，“2014 中国（开封）宋韵端
午诗会暨端午文化周”在国家
5A 级景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开封清明上河园浓情
开幕。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亲
自朗诵专门为此次活动所作的
新诗《招魂》，著名朗诵家虹云
声情并茂的现场朗诵引起了全
场热烈的掌声，将整个诗会推
向了高潮。

此次活动以“宋韵端午、美
丽开封”为主题，以传承中华文
化、讴歌屈原诗情、展示宋韵端
午文化为主线，以诗、画、歌、舞
为表现形式，充分展现了开封
乃至河南端午文化的独特魅
力。 （吕桓宇）

巩义杜甫故里：5 月 31 日
上午，余光中、绿蒂、汪国真一
行来到诗圣杜甫故里巩义，拉
开了“穿越诗圣故里，家国情怀

话诗圣”活动的帷幕。三位诗
坛大家与游客一起品读杜甫诗
歌、畅谈古今诗词、弘扬诗圣文
化。 （肖航）

栾川老君山：6月 1 日上午，
余光中、汪国真一行齐聚老君
山脚下，“诗话老君山 共圆中
国梦”活动中，百名身穿汉服的
儿童一起品读《道德经》、畅谈
古今诗词、感悟老子文化。在
老子文化苑，充满道家老子文
化气息的氛围让余老先生时而
凝视、时而询问，跨越时空，对
话圣贤老子。

余光中用质朴的语言，描
述 台 湾 、大 陆 两 地 共 同 先 祖
——老子，并向老子三鞠躬，以
表思乡之情。老君山景区向各
位嘉宾赠送香囊和两岸三地书
法家共同书写的《道德经》。“老
君山风光无限。”至情之处，汪
国真说。 （汤玉龙）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
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
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40 多
年来，余光中的《乡愁》被海内外中华儿女广
为传诵。从 5 月 29 日开始，著名诗人学者余
光中、绿蒂、汪国真等走进河南，参观了清明
上河园、巩义杜甫故里、栾川老君山、龙门石
窟等景点，开启“中原文化寻根之旅”。

余光中走进洛阳老君山之“诗话老君
山·共圆中国梦”寻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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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首淅川”亮相京交会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及全国十佳影视拍摄景地，淅川
正逐步为世人展开她的魅力画
卷！”5月 28日，第三届中国(北京)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开幕，
淅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光
玲在高端论坛上积极推介淅川。

在交易会上，该县通过展示

发放图文音像资料、文化旅游创
意产品，互动洽谈、高端论坛等
形式，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概
况、淅川文化旅游宣传推介，展
台吸引各界人士参观咨询，“渠
首淅川 范蠡故居”的品牌效应
正 进 一 步 在 京 津 大 地 叫 响 。

（石雪帆 高帆）

5 月 27 日，中山市旅游局、
珠海市文体旅游局及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旅游局携手，首次共
同在郑州市举行中珠澳联合旅
游推介活动，推广三地一程多站
旅游产品，诚邀中原宾客到“昔
日大香山、今日中珠澳”旅游、休
闲、观光。三地旅游部门均表
示，希望借高铁带来的契机，向

高铁沿线城市的旅游业界推介
中珠澳一程多站线路产品，提升

“昔日大香山、今日中珠澳”区域
旅游形象，吸引更多的河南游客
来中山、珠海、澳门旅游。郑州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今后郑州能与三地旅游部门携
手，推广彼此优秀旅游资源，加
强旅游合作。 （张莉娜）

5 月 30 日，备受关注的奥帕
拉拉水公园盛大开园。据悉，开
园首日，奥帕拉拉接待游客超过
8000 人，成为中原夏季旅游市场
的最大亮点。

今年，奥帕拉拉再增“新”亮
点。今夏即将推出大型飞机表
演，更有“顶尖外籍演出团队”、“少
数民族演艺舞蹈”等精彩演艺，还
有大型魔术表演，让游客零距离体

验更多元化的节目。奥帕拉拉收
录了众多标语文化，让游客游玩之
余得到更多的欢乐和情感共鸣。
除此之外，奥帕拉拉还推出了“致
青春”的回忆主题，滚铁环、坐旋转
木马、荡秋千等，让你寻找最初的
快乐，追忆似水童年。另外，奥帕
拉拉水公园联合香堤湾温泉推出
亲水联合套票，一票通玩戏水、温
泉欢乐天地。 （王闯）

5 月 26 日，在深圳举行的第
四届全国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上，发布了“中国深
呼吸小城 100 佳”。河南省信阳
市商城县以“茗桂鲵鹭 黄金汤
观 ”的 美 誉 位 列 榜 单 第 35 名 。
也是河南唯一入选县区。

发布仪式由中国国土经济学
会、全国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发展

高峰论坛组委会主持。根据发布
方解释，所谓“深呼吸小城”，就是
空气比较新鲜、适于“避霾旅游”
的县域、县级市。从目前评价结
果看，入选的“深呼吸小城”中大
多数全境森林覆盖率都在 50%以
上，或者林草植被、其他植被、城
乡水体、湿地保护等多样性兼
优。 （刘春香）

6 月 1 日，“2014 年荥阳市首
届河阴石榴花文化旅游节”开幕
式在荥阳河阴石榴风景区举行。
开幕式上，荥阳市河阴石榴风景
区负责人对此次旅游节活动期间

的各项活动做了详细介绍。旅游
节期间景区将举办摄影比赛、书
画展及专家现场创作、百名高考
状元和老党员观赏石榴花、石榴
树认养等系列活动。 （杨牧野）

你或许看过浪漫纯情的韩国电
影，你或许听过风靡亚洲的韩国歌
曲，但韩国的精彩还有许多，尤其是
在首尔。

首尔，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古
老的宫殿，美丽的汉江，巍峨的南
山，繁华的商业街，一个时尚与传统
完美交融的地方。

清溪川的“欧巴”很帅
清溪川建于朝鲜时代，2005 年

复原后成为首尔知名的旅游景点，
也是首尔市民最喜欢的休憩地方，
是韩国俊男靓女的聚集地，十分养
眼。清溪川的水来自汉江，那里不
定期举办的小型音乐会或者展览，
以及每年定期举办的“光彩庆典”和

“莲灯节”等活动，更为清溪川添增
了几分别致的情趣。

N首尔塔很高、很浪漫
N 首尔塔，海拔 479.7 米，建在

南山之巅，是首尔的象征，是外国游
客到首尔必游的景点。这里如今是
深受游客喜爱的综合文化空间，不
仅有可供欣赏市内景色的观景台、

咖啡厅，还有位于 N 首尔塔顶层的
n.GRILL 旋转餐厅。餐厅每 2 小时
旋转一圈，让顾客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还能全方位欣赏首尔的景色。餐
厅浪漫的气氛让不少人选择在这里
向心爱的人求婚。韩剧《来自星星
的你》其中一场都教授与千颂伊共
进晚餐的片段，就是在 N 首尔塔的
旋转餐厅内拍摄的。

去北村感受时光倒流
北 村 位 于 昌德宫与景福宫之

间，这个村落形成于朝鲜时代，曾是
官员的住所，因地处景福宫以北而得
名，至今仍保留着不少传统瓦房。随
着咖啡厅、画廊和餐厅的出现，昔日
安静的瓦屋村已成为今日首尔知名
的景区。北村的韩屋建筑十分相似，
巷子错综复杂，没有地图很容易迷

路。北村环境雅致，这个幽静的小村
落在屋檐、房瓦等细节上展现着韩国
传统建筑的韵致。朝天而翘的屋檐
线条与悄悄将枝叶伸出墙外的老树
似乎在讲述着有关年岁的故事。

到了首尔怎能不血拼
首尔旅游第 1 区——明洞是购

物者的天堂，这里有以乐天百货为首
的高级百货店，有 NOON SQUARE
这样的大型购物商场，还有独具特色
的小店，大小商铺的霓虹灯装点着整
个街区。对于寻找韩国美食的人来
说，明洞是他们的理想地方。无论是
参鸡汤、烤肉和拌饭等最具代表性的
韩餐料理，还是辣炒年糕、煎饼等街
头小吃中的翘楚都能在这里找到。
同时，明洞也是新兴品牌使出浑身解
数、力求脱颖而出的角斗场。若您是
关注美容美肤产品的人士，明洞自然
也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各式美容
店里都有熟知中文的导购，为您带来
最舒适贴心的服务。来到首尔的人，
毫不例外的将明洞列为必去景点。

（倩影）

■济源市：
端午节恰逢“六一”儿童节，济

源亲子游、民俗游占据主流。假日
三天，济源市共接待游客 44.27 万
人次，同比增长 15.6%；实现旅游收
入 1.46 亿元，同比增长 20.5%。实
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

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家长带上
孩子戏猴爬山、嬉水摸鱼、采摘烧
烤、游戏体验的场景随处可见。王
屋山、五龙口景区“三口之家购一张
门票”优惠活动吸引众多家庭，科技
馆体验游深受孩子追捧，亲子线路
火爆空前。端午民俗演绎出别样文
化气息，游玩之余吃粽子、采艾草、
摘车前子必不可少，各大宾馆、农家
饭店推出极具特色的餐饮和小吃，
传统民俗绽放出新活力。

与此同时，文明游、自驾组团游
渐成风尚；品美食、“找”健康成为不
二选择。假日期间以省内和省外山
西晋城、运城、临汾、江苏徐州、河北
石家庄为主的外地游客增幅达到
30%以上，二日游、过夜游客的增多
延伸了旅游消费链条。 （卫艳萍）

■周口市：
从 5 月 30 日起，周口市旅游局

开 展 了 端 午 节 假 日 旅 游 市 场 检
查。检查中发现大部分旅游企业
安全责任到位，各主要景区设立了
游客服务中心且有旅游商品销售
专店。相关旅行社认真贯彻落实

《旅游法》，自觉抵制不合理低价竞
争，旅游行程线路宣传单比较规
范，与游客签订了旅游合同。

（杨牧野）

■淇县景区：
端午节期间，淇县各景区精

心准备，推出云梦山清凉洞穴游、
古灵山戏水采摘游等线路，受到

游客一致好评。三天时间，淇县
各景区游客人数和经济收入分别
比去年同期增长 11.2%和 13.7%。

由于今年端午节、儿童节在一
起，亲子游、家庭游和自驾游、团体
游明显增多。云梦山洞穴游将天坑
溶洞、孙膑洞、毛遂洞、水帘洞等 50
多个洞穴糅合成一条集历史文化、
避暑纳凉于一体的旅游线路；古灵
山采摘游则将景区内桑中（桑葚）、
采摘园（杏、桃、梨）、玉带河（山枣）
等景点联合起来推出采摘游线路，
都成本次端午小长假的活动亮点。

（王瑞杰）

■汤阴景区：
端午节喜逢“六一”儿童节，汤

阴景区深受广大游客青睐。岳飞
庙景区在原有“武士迎宾”、“岳家军
服展示”等活动基础上，新推出“端
午猜谜”互动活动；羑里城景区新增

“武士迎宾”、“农家特色小吃”、“现
场打制健康美食”等项目，让游客感

受浓浓的节日气氛。 （金玉清）

■栾川重渡沟：
6 月 1 日上午，集漂流、休闲、娱

乐、购物、餐饮、采摘为一体的“中
原竹筏第一漂”——重渡沟竹筏漂
流开业了！开幕式当天，威风锣
鼓，水上竹筏舞狮把现场气氛推向
了高潮，郑州、洛阳、山西等地的 50
多家旅行社组团体验重渡沟竹筏
漂流的激情。

重渡沟竹筏漂流紧邻国家 4A
级景区重渡沟，是中原地区唯一拥
有竹筏漂流的景区。同时，景区还
有传统的橡皮艇漂流，游客可自由
选择。漂流全程 6 公里，漂流河道
相对落差百余米，漂流时长约 3 个
小时，河道两岸青山合围、峡谷藏
幽、风光旖旎。乘船而下，一路搏
激浪、闯险滩的同时还可欣赏奇峰
耸立、碧水奔流、山水交融的峡谷
风光，是游客回归自然，休闲度假
的理想选择。 （杨建兵）

■焦作青天河：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青天河

景区举办了 12 场竹排竞渡比赛和
免费品尝粽子活动，受到游客一致
好评。竹排竞渡等活动，进一步丰
富了景区的旅游内容，使游客大饱
眼福的同时，实实在在体验到了中
国传统节日氛围。活动的举办，带
动了景区假日旅游，端午小长假期
间，景区接待游客人数和门船票收
入再创新高，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了 90.1%和 121.6%。 （王晓君）

■西峡龙潭沟：
在端午小长假，龙潭沟旅游度

假区与畅游于山水间的游客共同
迎来了端午节。在当地有端午小
孩戴香囊、女士戴彩丝的习俗，度
假区特意准备了一批精美的彩丝
和香囊，免费赠送给端午节当天游
览景区的女士和小朋友。

端午节当日早上八时开始，度
假区的工作人员就把彩丝和香囊
摆到了景区入口处，亲手为每一个
小朋友戴上彩丝和香囊、为大家送
上节日的温馨和祝福。 （林玉娥）

■巩义康百万庄园：
在巩义康百万庄园，孩子们成

为主角，大手拉小手、举家畅游成
为节日的亮点。节日期间，游客接
待量同比增长 10%。

三天假期，康百万庄园设计了
别具一格的端午特色游戏，点雄
黄、吃凉茶、缠彩缕、佩香囊等受到
大家的青睐。康百万庄园作为豫
商的精神家园，得天独厚的历史文
化氛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人，活
动既让游客感受到了儿童节愉悦，
也传播了端午节的爱国情怀，深得
游客好评。 （吉红）

■西峡石门湖
端午节期间，西峡县石门湖景

区举办首届端午文化节。以“弘扬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端午节民
俗文化”的主题，吸引了众多游客
参与，石门湖景区三天共接待游客
1万多人次，创历史新高。

本次端午文化节推出了“着汉
服祭拜屈原”仪式、龙舟“竹筏”赛、
品黄酒、放河灯、竹筏夜漂、歌舞篝
火晚会等活动。在祭拜屈原仪式
上，数百人共同祭拜伟大爱国主义
诗人屈原，18 名青年代表齐诵《离
骚》。之后，景区还推出了点雄黄
酒、斗蛋、斗草，刺五毒、做长命缕
等端午节传统民俗活动。 （李晋）

■内乡县衙：
端午节期间，内乡县衙对启星

小学 38 名留守儿童开展了“迎端午
庆六一，关注留守儿童”活动。留
守儿童在内乡县衙观看了《知县审
案》节目，与“知县”、“夫人”、“丫
鬟”一起包粽子，共迎端午佳节。
之后，内乡县衙负责人向学生们赠
送了内乡县衙书籍，并勉励他们好
好学习、回馈社会。 （苗叶茜）

■郑州鸵鸟园游乐园
端午节小长假，金鹭鸵鸟游乐

园游人如织，“六一”当天仅儿童突
破两万人，游客总接待再次刷新历
史纪录，旅游综合收入再创新高。
据统计，游客主要来自郑州及周边
开封、新乡、焦作等地，以家庭自驾
游为主。 近期，金鹭鸵鸟园特推出

“关爱学子，感恩父亲节”特惠游活
动，凡 6月 9日~8月 31日，学生凭准
考证或学生证来园游玩可享受门票
6 折优惠；父亲节当天 60 岁以上老
人凭有效证件免票。 （周金勇）

6 月 2 日端午节，“哈密旅游
走进中原”推介团来到周口。推
介会上，周口市旅游局和哈密地
区旅游局签订了旅游框架协议，
周口市和哈密地区两地四家旅
行社分别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

周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援疆工作，这次推介哈密旅游资
源活动，是周口市援疆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周口市将制定详细
工作计划、大力宣传哈密旅游资
源，让更多的人了解哈密、认识
哈 密 、喜 欢 哈 密 ，实 现 互 利 共
赢。 （杨牧野）

5 月 30 日下午，省旅游局召
开“规范全省旅游宣传促销秩
序”电视电话会议，对南召宝天
曼扎死蝴蝶装扮“仙子”搞旅游
营销等事件进行了通报。

省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有
人感到旅游宣传促销是小事，搞
个噱头、造个热点无可厚非。而
实际上，旅游宣传没有小事，从国
家的层面看，随着我国国际地位
的不断提升，对中国一直存在偏
见的西方国家在散布‘中国威胁
论’的同时，极力渲染我国和西方
国家的文明差异甚至是文明冲
突。旅游宣传要站在政治的高度
去考虑，以免授人以柄。

省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强调：
“看一看国内的知名景区，比如
云台山、龙门石窟，哪一个是靠
旁门左道的营销策划来获得成
功的？”旅游宣传营销手段可以
多样化、多元化，可以出新、出
奇，但不能出格、出位，不能单纯
为了博眼球而跨越道德规则的

底线、突破生态文明的底线、挑
战社会承受的底线。

会上，省旅游局宣读《关于切
实规范旅游宣传促销行为的通
知》，要求各省辖市、省直管县旅游
部门和旅游企业在旅游宣传促销
时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旅游宣传用语、旅游宣传视频
和旅游宣传网站不得含有裸露、敏
感、色情、暧昧、低俗等不良信息，
不得刻意让公众产生不当联想。

为规范全省旅游宣传促销
秩序，强化奖惩兑现，会议提出，
凡是对提升河南旅游形象做出
突出贡献的，都应得到鼓励和奖
励；凡是做出有损于河南旅游形
象的行为，都应受到批评和惩
罚。“今后，凡是在旅游宣传促销
上为河南形象和河南旅游形象
丢了丑、抹了黑，原则上两年之
内景区不能升 A，不能纳入全省
旅游宣传促销的大盘子，年度复
核将不予通过，全省旅游项目资
金不予补贴。”

景区低俗炒作，受罚!
本报记者 刘春香

省旅游局召开“规范全省旅游宣传促销秩序”电视电话会议

端午六一喜相逢 亲子同游成主题

商城县入选“中国 100佳深呼吸小城”

荥阳河阴石榴花飘香

哈密旅游走进周口

中山、珠海、澳门携手推介到中原

奥帕拉拉引爆中原水上游乐

韩国首尔：时尚与传统交融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今年的端午节巧遇“六一”儿童节，带上孩子来个

全家游，让孩子们在感受传统民俗的同时纵情山水之间，成为许多人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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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一场名为“孤儿
不孤，爱在六一”的大型公益活
动在郑州绿源山水景区进行。
郑州绿源山水景区是一家位于
集农业观光、休闲度假、会议餐
饮为一体的综合景区。企业发
展不忘回馈社会，其投资方鹏升
集团六一节为孤儿献上一份厚
爱。主办方请来了励志明星李
卫芹动情地为现场的孩子们讲
诉了自己身残志坚、勇克困难的

故事。鹏升集团董事长张之鹏
将崭新的衣服、文具、电子产品
等礼物，一一分发到孩子们手
中，希望这些失去双亲的孩子在
社会的关爱中健康成长。几十
名孤儿来自河南封丘、长葛、邓
州等多个地市。由集团子公司
河南宏翔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各
办事处负责，进行走访寻找核
查，对符合条件的孤儿进行帮
扶。 （夏华民）

郑州绿源山水爱满园

“中原竹筏第一漂”——重渡沟竹筏漂流 6月 1日开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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