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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西峡龙潭沟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0377-6977899

诗圣故里秋意浓诗圣故里秋意浓 河洛巩义迎宾朋河洛巩义迎宾朋

国庆黄金周期间国庆黄金周期间，，大型实景剧大型实景剧《《慈禧驾临康百万慈禧驾临康百万》》将在康百万庄园震撼上演将在康百万庄园震撼上演。。届时届时，，现场观众将穿现场观众将穿
越百年历史时空越百年历史时空，，真实体验真实体验 19011901年慈禧太后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驾临康百万的盛况光绪皇帝驾临康百万的盛况。。精彩不容错过精彩不容错过！！

石窟寺石窟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国家 33AA级景区级景区

青龙山慈云寺：国家 3A级景区

竹林长寿山竹林长寿山：：国家国家 33AA级景区级景区

浮戏山雪花洞浮戏山雪花洞：：国家国家33AA级景区级景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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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沟：国家 3A级景区杜甫故里杜甫故里：：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置身生态园天然氧吧，赏
珍奇花树，看百鸟珍禽，与鹩哥
交流，同藏獒合影，中华藏獒文
化博览园带给您与众不同的旅
游感受！门票 30元/人！

优惠活动：持巩义市户口
有效证件者门票 20 元/人；60
周岁以上老人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园参观游览；1.2米以下儿童半价；
教师、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园参观游览。

旅游热线：0371-89997751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
波，波上寒烟翠。正是巩义
最美的时节。

国庆长假，巩义市各大
景区纷纷推出一系列特色活
动和优惠措施，等您前来旅
游观光、休闲度假。

一、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景区

“第五届民俗文化节”剪纸、年画、吹糖人、捏面
人、绣香包……精妙绝伦的民俗表演和贴近民众的互
动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巩义民俗文化的独特魅
力和豫商文化的显著特色。大型实景剧《慈禧驾临康
百万》以真实历史为素材，康百万庄园的自然元素和
人文元素为基础，汲取明清时期的历史脉络与皇家文
化元素，让观众在演员的感染下穿越百年历史时空，
真实体验慈禧驾临的场景。此外，康百万庄园车马院
也将在“十一”期间首次以崭新面貌对外开放。

旅游热线：0371—64324004 64326777

杜甫故里景区将举办以“相约诗圣故里 定格美
丽巩义”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展活动。“十一”期间,60岁
以上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免费参观杜甫故里景区；凭杜
甫故里景区门票（限当日）可享受康百万景区购票八
折优惠；在康百万庄园景区关注康百万庄园官方微信

（gykbwzy）者，将赠送杜甫故里景区购票五折优惠卡；
关注杜甫故里官方微信（gydfgl）有礼；10 月 1 日当天
出生或者名字叫国庆的游客凭身份证可免费游览康
百万庄园、杜甫故里、杜甫陵园三个景区。

旅游热线：0371—64409166
1.“十一”当天，凡 10 月 1 日出生的游客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

景区；
2.“十一”黄金周期间，叫“国庆”名字的游客持有效证件可免

费游览景区；
3.游客购买门票尾号带 10的数字均送精美礼品一份；
4.10月 1日至 2日，凡来参观的旅游团体提供免费讲解服务。

旅游热线：0371—64157150

二、石窟寺景区

三、竹林长寿山景区
长寿山景区隆重推出九月九孝拜活动，当天 60岁以上的老人

登长寿山免门票。10月-11月景区门票巩义市民享 5折优惠。

旅游热线：0371—64461789

四、浮戏山雪花洞景区
半价优惠：60 岁以上老人持老年证 5 折优惠；1.2 米-1.4 米儿

童 5折优惠；学生证 5折优惠
免票优惠：70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免景区门票；1.2米以下儿

童免景区门票；持国家广电总署颁发的记者证免景区门票；现役
军人凭证件免景区门票；残疾证免景区门票；10月 2 日（九九重阳
节）当天，60岁以上老年人免景区门票

旅游热线：0371—64184999

五、青龙山慈云寺景区
10 月 1 日当天出生或者名字叫“国庆”的游客，凭身份证可免

费游览景区。

旅游热线：0371-64055256 64067333

七、藏獒园

举办第五届金柿采摘节活动，门票：30元/人（参与性项目：真
人 CS：60元/人、滑索：20元/人、观光车 10元/人）

旅游热线：0371—64180000 0371—67665511

六、杨树沟景区

巩义市文物和旅游局发布 旅游咨询热线：0371—64351361 网址：www.gylyj.com

康百万庄园康百万庄园：：国家国家44AA级景区级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迎接 9月 27日“世界旅游
日”的到来，同时紧紧围绕国家
AAAAA 级 景 区 青 天 河 2014 年

“快乐旅游，公益惠民”的主题，青

天河景区推出了“免景区门票”的
优惠活动：9 月 27 日世界旅游日
当天，所有到青天河景区的游客
均可免景区门票。 （王晓君）

近年来，淅川县依托南水北
调中线丹江口库区自然生态和
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大力发展森
林生态旅游业。

该县按照“林水相依、环境
优美、宜人宜游”的生态理念，依
山就势、因地制宜，高起点、高标
准编制森林生态旅游规划，提出
了以“环库生态圈、环城生态圈”
为重点，打造生态宜居、宜业宜

游的森林生态游目标。目前，该
县已建成丹江口水库秀美风光
水上游、凤凰山森林公园原始森
林生态游、八仙洞自然生态风景
区原始溶洞游、仓房镇生态农家
乐和毛堂生态休闲农庄等一大
批集田园风光、生态休闲、旅游
度假等为一体的特色森林生态
旅游景点。

（杨振辉 葛玉顶）

淅川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

在近日召开的全国生态文
化村经验交流会上，洛阳市栾川
县重渡沟村被中国生态文化协
会 授 予“ 全 国 生 态 文 化 村 ”称
号。据了解，全国共有 109 个村
获此称号，我省 5个村入选。

我省入选的其他四个村分
别为：禹州市文殊镇陈南村、信
阳市平桥区五里店街道办事处

郝堂村、灵宝市豫灵镇河西村、
漯河市临颍县南街村。

重渡沟村目前森林覆盖率
达到 93%。近年，该村依托森林
旅游优势，发展农家宾馆、林产
品采集和加工，带动山区林农增
收致富。2013 年，重渡村累计接
待游客 68万人次，实现接待收入
1.3亿元。 （建兵）

重渡沟村等入选“全国生态文化村”

9 月 17 日，由河南省博物馆
学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衙署文
化研讨会在内乡县衙开幕。

内乡县衙已成功举办了三
届全国衙署文化研讨会，2014 年
是内乡县衙建衙 710 周年、建馆
30 周年，内乡县衙以“古代官制
与官德文化”为主题，举办第四
届全国衙署文化研讨会。此次
研讨会，内乡县衙与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南
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

郑州师范学院，联合建立“学习
教育实践基地”；与中国社会科
学院、南阳市大文化研究院联合
建立“科研基地”；与河南省美术
馆联合建立“创作基地”。 9 月
份，内乡县衙被中国楹联学会命
名为“中国楹联文化重点教育基
地”，内乡县衙的厚重文化，将成
为更多校园学子与专家学者的
教育实践与科研场所，成为更多
社会大众的教育乐园。

（苗叶茜）

金秋时节，山峦层林尽染，红叶缤纷如画，中原大地壮美如画。
“十一”黄金周期间天气晴好，自驾车高速公路免费，正是我们外出旅游的好时机。快快携三五好友，相约于五

彩斑斓季，忘情于秀美山水间。

内乡举办全国衙署文化研讨会

世界旅游日青天河景区免门票

清明上河园：倾情布菊迎嘉宾

9 月 2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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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十
一黄金周、“中国开封第 32届菊花文化节”的主会场暨
27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开幕式，该园组织精干力量，
在园区内全力布展一个多姿多彩的菊花盛会。

据了解，园区布展现已进入紧张阶段，南苑精品
荟萃、北苑菊香雅韵，将呈现规格高、规模大、看点多、
文化性强等特点。

此次布展，清明上河园结合宋代文化主题公园的
特点，充分体现“菊花盛会、欢乐祥和”的理念。全园
分为 4 个室内展馆，2 个水榭展厅、20 米菊花长廊、15
个菊花景点、200米环湖花带，总布展面积 6000多平方
米。展菊多达 300 万盆、品种达 1300 个。花会采用现
代国际时尚元素，运用声、光、电辅助作用，古典与现
代结合，原生态与时尚结合，打造时尚梦幻菊花之旅。

另外，结合众多历史故事和文化典故来展现古都
开封特有的宋都文化，将菊花文化和地域文化巧妙结
合，将历史搬进现实，将为广大游客提供一场视觉和
文化的双重盛宴。 （吕桓宇 李姗）

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母亲河畔度佳节

为了迎接国庆长假，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成
立了专门的假日办公室，对景区的服务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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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为游客提供非常优美的旅游环境。

景区在入口处的牌楼广场新建了一处人工瀑布，瀑
布全长 86 米，由 6 条瀑布组成，整体由太行山石堆砌，

“十一”期间对游客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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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开启将夜色装点得犹如仙境。在中心景
区五龙峰布置了雾喷系统，在每天的 10:00—16:00喷雾
运行，水经过雾化之后喷至半空，如雾如幻，美不胜
收。

此外，景区的炎黄广场将在每天的 10:00 和 14：30
推出两场大型“拜祖”演出，位于景区内的国家地质博
物馆、孔雀园也在“十一”期间免费对外开放。同时，
景区官方微博也时时更新，与游客互动。

（吕桓宇 李玮柯）

淇县：斑斓季节游山水

十一旅游黄金周期间，淇县云梦山、古灵山、朝阳山
景区将携手推出一系列旅游活动，与游客共度欢乐假
期。届时，广大游客可置身海拔 580 多米的云梦山巅，欣
赏空中草原异域风情，体验纵马驰骋、弯弓射箭的乐趣，
邂逅五彩斑斓的金秋美景；古灵山景区即将推出的秋仙
子迎宾、水上小提琴、灵山水韵等活动别具特色，峡谷休
闲游、采摘体验游、牵手幸福游等精品线路更是丰富多
彩；秋游朝阳山，还可尽享摘野果、赏野菊、攀佛崖、登尖
山的乐趣。 （张小燕）

花溪温泉：国庆期间送好礼

十一黄金周期间，花溪温泉推出“品花溪秋韵 ”系列
活动，让您徜徉在那绿色环抱、氤氲缭绕如仙境般的温泉
乐园。活动期间特推出家庭团圆套餐，价值 998 元客房
一间、价值 188元温泉门票 2张、价值 38元自助早餐 2位；
所有抵店宾客均可享受温泉成人 138 元/位，儿童 40 元/
位的优惠。各餐饮板块均以花为主题，推出花样美食节。
花溪温泉坐落在素有“北方花都”之称的鄢陵陈化店镇。
温泉水产自地层 1500 米以下，富含锶、钾、纳等多种矿物
质微量元素，属低钠盐、重碳酸钙镁型温泉。泉质原汁原
味，呈金黄色，故名“黄金汤”。长期沐浴具有软化血管、
降低血压、调节神经、清心怡神、消脂去腻、美容美体、延
年益寿等奇特功效。 （杨牧野）

杜甫故里：摄影展增色国庆节

国庆长假期间，杜甫故里景区将举办“相约诗圣故里
定格美丽巩义”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展活动，游客在体验
杜甫故里独特的文化韵味和人文魅力的同时还可欣赏一
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除此之外，景区的优惠活动也不能错过。黄金周期间，
60岁以上游客、10月1日当天出生或者名字叫国庆的游客均
可以凭身份证免费游览杜甫故里景区。同时关注杜甫故里
官方微信 gydfgl将会获得精美礼品，凭杜甫故里景区当天门
票还可享受康百万景区购票八折优惠。 （宋丹）

郑州方特：打造中原魔术盛会

十一长假期间，郑州方特魔法大门开启，令人心惊胆
战的特级飞车表演、魔法王国的魔法师登门拜访，来自全
球数百个演艺团队的助兴，将打造中原文化狂欢盛宴。

来自全球顶尖的达人空降方特，全球数百个演艺团队，百
余场的外场演出，百分百的极致欢乐感受。这里有全球最牛
特级表演——环球飞车，更有西部荒漠的墨西哥游走乐队、
性感的巴西桑巴女郎、疯狂原始的非洲鼓乐等精彩表演。此
外，国庆节期间还有神秘嘉宾带来的气球秀助阵方特。

郑州方特欢乐世界是亚洲顶级的高科技主题公园，
项目内容涵盖科技动漫、未来幻想、科普教育、神话传说、
主题表演等多方面，园内所有娱乐项目及表演均无需另
外付费，一票畅玩，欢乐无限。 （章宇）

五百里红叶尽染群山五百里红叶尽染群山，，王屋山风光更加迷人王屋山风光更加迷人。。 摄影摄影 李海源李海源

国庆长假 品味静美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