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 逢 在 时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旅 游旅 游
2014年 7月 15日 星期二

HENAN DAILY

6

●● ●● ●●

0377-69921252

本期关注

西峡龙潭沟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0377-6977899

近日，淇县云梦山鬼谷文化院
宣布正式成立。这不仅是淇县鬼
谷子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推进鬼谷子文化快速发展、加
快淇县文化建设的一大喜事。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
鼻祖，曾在鹤壁淇县云梦山隐居，
并培养出了孙膑、庞涓、苏秦、张仪
等一大批风云天下的奇才，是我国
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谋略家、教
育家。淇县是鬼谷子文化的产生

地和发源地，其内容涵盖政治、经
济、军事、管理、教育等领域，是祖
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广泛的研
究、创新和应用价值。1994 年 10
月，淇县注册成立了河南省鬼谷子
学术研究会。20年来，淇县已成功
举办了三届“全国鬼谷子学术研讨
会”等学术会议，随着对鬼谷子学
术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云梦山已
经成为全国乃至国际鬼谷子研究
的重要基地。 （王瑞杰）

7 月 5 日 12 时，从上海出发的
旅游专列抵达商丘。700 多名上
海游客参观游览了商丘市商祖
祠、燧皇陵、商丘古城归德府城墙
等景点。这是商丘迎来的首个旅
游专列，为商丘开拓旅游客源市
场奠定了一个良好开端。

商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
游产业发展，以建设区域性旅游中
心城市为目标，强化项目支撑、推动
资源整合。商丘古城按照 5A级景
区标准做好规划和建设，计划投资
40亿元对商丘古城进行保护建设，

打造一个突出古城特点的精品历史
文化街区。并以乡村旅游和休闲旅
游为抓手，开展了旅游产业深度融
合，打造了全国休闲农业旅游示范
点 1 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 11
个。在大力开发旅游景区的基础
上，深化“请进来”、“走出去”促销策
略，大力开发周边市场；开展“商丘
人游商丘”活动、商丘旅游“进学校、
进企业、进社区”三进活动、“豫乐大
冲关”户外竞技活动等。通过与媒
体合作，积极提升商丘旅游的美誉
度和影响力。 （刘春香）

伴随着小浪底库区调水调沙
工作的结束，2014 黄河小浪底观
瀑活动完美落幕。6 月 29 日-7
月 6 日，济源市共接待游客 20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8500 万元；
共接待 600 人以上大型团队 5 个，
最大旅游团队达 2000 多人，创造
了大型团队接待的历史记录。

活动期间，包括新华社、香港
商报、河南日报在内的 30 多家主
流媒体争相报道，使济源随着小
浪底观瀑活动的宣传蜚声海外。
其间，济源和洛阳的区域合作，为
游客联手奉献了一场旅游文化盛
宴。“水文化”主题邮局开馆、自驾
游用品体验暨旅游商品展销会，
全国旅游记者采风行、山西万人
游济源、流鱼美食活动、微信创意
大赛、济洛旅游暑期狂欢节、孟津
送庄“蟠桃”采摘节、百人百米画
牡丹、孟津玫瑰谷赏花、洛阳会盟
荷花节、垂钓大赛等一系列精彩

活动次第登场。同时，观瀑活动
启动仪式上，济源旅游微信公共
账号同时上线，新媒体使济源旅
游公众关注度持续增加。

本届观瀑节呈现以下特点：
观瀑活动与外事活动相结合，举
办了马达加斯加《世界地质公园·
王屋山黄河三峡》邮票发行仪式，
这是该市将旅游节庆与外事活动
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观瀑活动与
招商活动相结合,举办了“游济源，
有机缘”济源旅游招商项目对接
洽谈会，顺利签约大黄河文化休
闲旅游度假区等 20 余个项目，签
约金额近 100亿元；观瀑活动与形
象宣传相结合，通过央视播出的
济源城市形象宣传广告、北京西站
候车厅大屏幕、河南日报形象宣
传广告和 LED 广告牌、邮政 DM
广告单等全方位进行宣传，有力地
提升了小浪底观瀑节和济源旅游
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卫艳萍）

商丘市喜迎首趟旅游专列

日前，经中国楹联学会批准，内
乡县衙博物馆荣获“中国楹联文化
重点教育基地”称号，这是我国第一
个楹联文化重点教育基地。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
年（1304 年），是我国保存最完整
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楹联
是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学艺术和书
法艺术的结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
瑰宝，在中华文艺百花园中是一束
馨香四溢的奇葩，素为广大人民喜

闻乐见。内乡县衙各主体建筑物
前共有的 36 副楹联，或表述施政
纲领，或表明为官理念，或借楹联
喻志、抒情、指引联想，具诗的流
畅、画的意境、书法神韵于一体。
内乡县衙自 1984 年对外开放以
来，楹联深受广大游客喜爱。鉴于
内乡县衙博物馆楹联的广泛影响，
经中国楹联学会研究，命名内乡县
衙为“中国楹联文化重点教育基
地”。 （朱天玉 苗叶茜）

小浪底观瀑活动落幕

济源接待游客20万人次

淇县云梦山鬼谷文化院成立

首个楹联文化重点教育基地落户内乡

暑假期间,《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针 对 学 生 推 出 半 价 优 惠 活
动。从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学生
凭中高考准考证、学生证等有效
证件，可享受《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半价优惠。为方便市民、学生
出游，特在郑州配备直通车，每天
16：30发往景区，晚上返回。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实景演
出，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台以解读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为内容的
实景演出项目。演出以风景如画
的嵩山为背景，利用世界最先进
的声光电技术，生动地描述了山
涧风景、雪夜古刹、月照塔林、颂
禅法会、溪山坐禅、少林拳棍、女
童牧归等情景。项目先后获得了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诸多
荣誉，成为了中原文化与旅游产
业发展的典范。 （毛荣军）

学生半价观看《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7 月 8 日 23 时 30 分 ，随 着 韩 国 真 航 空
LJ819 次航班在新郑机场落地，标志着“海途
号”韩国江原道包机首航成功。这也是我省旅
游业界借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促进
服务业发展的又一成功实践。

早在去年，省旅游局就出台《关于旅游业
支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若干
意见》，要将航空港实验区建成河南旅游高
地。据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晓东介绍，旅游业
界充分借力航空港建设实现新的发展，就是要
将促成更多游客在实验区实现出入境旅游。
郑州海外国际旅行社通过省旅游局、机场等多
部门协调，和大韩航空旗下真航空达成包机业
务。包机选用最佳的机型——波音 737-800，
安全、宽松、松适。

“海途号”韩国江原道包机醉美之旅是郑
州海外国际旅行社今年暑期的主打产品。江
原道地处韩国东北部，拥有山、海、溪、湖、温泉
等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四季的美丽在江原道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显得更加浪漫迷人，是
韩国首屈一指的旅游区。因此它也成为了《蓝
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沙漏》等多部韩剧的
拍摄地，并蜚声海内外。“海途号”产品行程从
济州城山日出峰开始，到江原道洛山寺结束，
特别增送乐天世界、乱打秀、泰迪熊博物馆、雪
岳山、南怡岛等景点，还有各大免税店让你乐
购，同时，韩国的特色美食石锅拌饭、参鸡汤、
韩国料理、韩国烤肉，也是一样都没有少，6 天
的行程充实又快乐。

“ 海 途 号 ”韩 国 江 原 道 包 机 于 7 月 3 日
晚-8 日晚首航，受到了江原道旅游主管部门
的热情接待，江原道旅游局局长吴原宗 (音
译)在春川市会见了“海途号”代表。他感谢

“海途号”江原道包机为两地人民的交流架起
空中桥梁。

七月流火，很多人觉得消夏、休
闲、度假要去大山沟里，要去有漂
流的地方，要去有水上世界的地
方，而作为一个以表现古代文化的
知名景区，开封清明上河园以高超
的技艺、独到的手法、大胆的创意，
为广大游客烹制了一道消夏纳凉
的文化盛宴——《大宋·东京梦华》
之夜。

“怎么样才能给游客提供一个
有特色的消夏纳凉旅游环境？那
就得有自己独特的吸引物啊。我
们的这台产品，本身就是一个旅
游、休闲、娱乐产品，或者说是一个
有文化品位的纳凉产品，而我们的
演出又是在晚上汴河的水面上，就
更增加了诗情画意。”清明上河园

总经理周旭东告诉记者。
“消夏纳凉——《大宋·东京梦

华》之夜”今年将呈现出哪些亮点
呢？

周旭东对此进行了剖析：“首
先，旅游演艺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消
夏纳凉的文化、休闲、娱乐产品。
其次，丰富多彩的宋代小吃又为游
客提供了品味中国古代食文化一
个难得的机遇。”还有，新改版的

《大宋·东京梦华》，很多游客还没
有来得及一饱眼福，无疑具有强大
的吸引力；另外，清明上河园抓住
了学生季，将浓情推出学生半价、
家庭套票等入园优惠方案。

7 月 5 日，清明上河园“东京食
坊”隆重开街，整个街景的宋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既提高了开封小吃
的品位和档次，又渲染了开封小吃
的文化和氛围。

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小乐队现
场表演、啤酒奖励大赛，进一步活
跃了“东京食坊”的休闲氛围。每
天下午 2 点钟，游客就可以入园；晚
上 6：30-7：30，在东京食坊里，音乐
助兴、啤酒狂欢、小吃开胃，充分调
动了人们休闲游的激情。

“品东京小吃文化，看《大宋·
东京梦华》”，几乎已成为开封夏季
城市旅游的一句流行语。

“我们今年借助食街上升为东
京食坊升级的机会，让游客来深度
体验大宋的饮食文化。再加上我
们的啤酒大赛啊、小乐队啊，更增

加了消夏纳凉的休闲氛围。还有
入园门票相应的优惠措施，将会极
大地拉动学生暑期以及家庭休闲
游市场。”清明上河园市场总监李
琦信心满满。

那么，放眼古都开封整个城市
休闲游，在全省范围内来看，开封
城市休闲游的产品，可以说是最丰
富、最多彩的。不仅有众多的景区

（景点），还有鼓楼夜市小吃街、小
宋城、七圣角等仿古商业步行街，
以及铁塔的光影秀、夜游御河等夜
游产品，这些都是极具特色的城市
休闲游的产品载体，吸引了众多的
目光，汇集了大量的人气。加之最
近几年开封市对城市的旅游服务、
酒店、餐饮进行了升级改造，品质

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广大游客打造
了一个良好的城市休闲旅游环境。

文 化 旅 游 产 品 ，需 要 精 雕 细
琢、精打细磨。在开封打造“外在
古典、内在时尚”的城市旅游大潮
中，清明上河园用科技作包装，与
时尚相结合，把宋代文化串联起
来，追求大型剧目震撼化，小型表
演精品化，不断地为游客制造梦幻
般的文化体验。

消夏纳凉——《大宋·东京梦
华》之夜（7 月 5 日-8 月 31 日），她以
古代文化为依托，以现代城市休闲
游为表现形式，为游客奉献了一道
宋代文化休闲、娱乐大餐，引领了
古都开封城市消夏、休闲、度假的
发展潮流。

品消夏文化盛宴 赏《大宋·东京梦华》
本报记者 吕桓宇

灵山莲花别样红
盛夏时节，又到了莲花盛开的时候，省新闻摄

影学会创作团到洛阳灵山国际水城进行摄影采风
活动。这里北依洛河水，南临灵山寺，西傍熊耳青
黛，东望龙门石窟，300亩莲花盛开，让人心旷神怡，
老记们快门声接连不断，感叹万千：这么多年来拍
摄莲花，从未见过品种如此之多，面积如此之大，花
色鲜艳娇嫩！短短两天时间，我们起早贪黑，每个
人都拍摄了上千张莲花照片，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真过瘾！”
(杨峰 摄影）

又是一年盛夏时，万亩荷花别样红。
7 月 12 日，第八届中国·淮阳龙湖赏荷旅游月暨美

丽河南摄影大赛周口采风行启动仪式在羲皇文化广场
拉开帷幕。娇艳欲滴的万亩荷花与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相映成趣，为广大游客在炎炎夏日增添了一个消夏
避暑的好去处。

据悉，本届淮阳荷花节以“荷花·和谐·合作”为主
题，活动从 7 月 12 日至 9 月 12 日，将持续两个月。在两
个月的时间里，将陆续举办美丽河南“百佳”旅游摄影创
作基地及摄影作品评选活动淮阳采风行、淮阳文化旅游
项目招商推介会、“欢乐龙湖”钓鱼大赛、“中国梦·荷花
情：魅力龙湖”五省五地书画联展、“从淮阳到天水——
万里寻踪伏羲路”采访活动启动仪式、“热爱淮阳 热爱
家乡”征文大赛、“相约水城淮阳 共赏荷花美景”网络系
列活动等多项活动，多重惊喜将本次活动推向高潮，为
广大游客带来全新的体验。 （刘旭渤）

水城淮阳荷竞放

伴随着浓香的啤酒、动感的歌舞和绚
烂的烟花，长达一个半月的 2014“金星啤
酒杯”重渡沟第六届音乐啤酒狂欢节 7 月
12日开幕。

重渡沟以其秀美的竹林、灵动的流水
和独具特色的农家宾馆而惊艳中原，享誉
全国。活动当晚，重渡沟风景区演艺广场
已经被游客们包围的水泄不通，数万名游
客一同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在现场观
众的欢呼声中，动感的摇滚歌舞、“三碗不
过沟”喝啤酒比赛、微信互动抽奖……好玩
好看的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现场观众积
极参与互动，全场的欢乐气氛掀起了一轮
又一轮的高潮。

本次活动恰逢重渡沟开园 15 周年，
“感恩十五年·万人生日宴”的主题温馨浪
漫。7 月 13 日中午，景区邀请诸位寿星及
其亲友与重渡沟景区共享生日宴，宴会上

除了有栾川特色美食供游客品尝外，还有
一个 60 米长的生日蛋糕震撼登场。顿时，
重渡沟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2136 人共
同吟唱生日歌，竹林掩映下的巨型蛋糕被
一扫而空……该活动获得上海大世界基
尼斯总部颁发的“参与人数最多的生日聚
会”。

据悉，本届重渡沟音乐啤酒狂欢节自
开幕以来，将在每周六晚连续举办 7 期不
同的主题活动。届时重渡沟啤酒之王争
霸赛、神秘明星重渡沟专场演唱会、“浪漫
七夕夜·情满重渡沟”大型派对，奇幻魔术
秀 、雷人神曲演唱会、大型卡通疯狂秀等
主题活动也将轮番上阵。

7 月 12 日，2014 老君山“观海避暑节”
开幕式在国家 5A 级景区栾川老君山举
行，来自全省各地的近万名露营爱好者汇
聚君山脚下，数千顶帐篷组成片片彩云，
山顶上团团云雾形成涛涛云海，煞是壮
观。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气候和
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老君山无与伦比
的云海奇观；高海拔和茂密的植被造就了
老君山的清凉世界。为了使更多的游客
欣赏到老君山的云海美景，享受到老君山
的清凉感觉，我们特别在这个暑期策划、
推出了此次‘观海避暑节’活动，让大家不
出河南看‘海’，走进大山享清凉。”栾川老
君山景区副总经理徐雷介绍。

老君山地处中国南北方分界岭，森林
覆盖率 96%，海拔 2217 米，平均气温 21℃，
这四项元素为形成浓密厚重的云海提供
了条件，每年的 6~9 月份是观云海的最佳
时间。记者在山间看到，近在咫尺的云雾

轻轻漫卷，清晰的山峰顿时淹没在如梦幻
般的云海中，摄人心魄。身处其中，颇有
神仙的感觉。

“老君山‘观海避暑节’一方面向游客
展示了景区的独特资源，另一方面也充分
考虑到了与游客的互动，一系列的主题活
动既有观赏性又有参与性，非常不错。”提
起本次活动，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党委
书记武东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据了解，本次“观海避暑节”截止 8 月
31 日，共有“峰林探宝”、“觅神光摄影大
赛”、“万人露营大会”、“万人蟠桃养生
宴”、“七夕爱情派对”、“第三届中原车友
狂欢节”六大主题活动，是 2014 年河南暑
期旅游的一大亮点。

不出河南能观“海” 走进君山享清凉
——2014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开幕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北国江南啤酒香 中原竹海乐不停
——重渡沟第六届音乐啤酒狂欢节开幕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海途号”
架起空中旅游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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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山云海君山云海

参与人数最多的生日聚会参与人数最多的生日聚会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夏季，正是赏荷的好时节，脑海中翻滚着的
总是那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映日荷花。何不快快
打点行囊，相逢在“荷”时！

荡舟龙湖上 百亩荷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