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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2014年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
国际旅游分享会暨河南省 18 地市广播电视
台旅游节目联盟成立会在古都开封举行，这
是第 32 届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重要系列活
动之一，内容包括旅游推介会、旅游联盟签
约、旅游界业务洽谈、旅游资源考察等活动。

此次旅游分享会共邀请到 11 个国家的
外籍友人参会并推介开封旅游。全省 18 地
市广播电视台旅游节目联盟成立，为开封市
的旅游资源搭起了一个更好的传播平台。分
享会上，开封市旅游局局长刘震作了开封旅
游专题推介。在随后的旅游展示中，开封清
明上河园的“雨霖铃”宋式舞蹈，以精湛的舞
技，浓情的表演，成为推介会上一大亮点。作
为开封“会客厅”的开封小宋城演职人员的精
彩表演，赢得了与会嘉宾的热烈掌声。

“游客到开封旅游，从过去的看文化古
迹，到现在的各种文化娱乐、休闲度假，可以
说开封旅游有看头、有玩头，这也成了最近两
年开封旅游的最大亮点。”省旅游局旅游促进
处处长张毅兵表示。 （吕桓宇）

宋都菊韵 美名远播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0377-6977899

10月 18日，如诗如画，风光旖旎的“中
原第一湖”迎来了 2014南湾湖第二届开渔
节，一场集捕鱼、观鱼、品鱼为一体的鱼文
化盛宴开席。

据悉，本届开渔节由信阳市南湾湖
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南湾水库渔业
开发有限公司主办，活动将持续到 11 月
18 日。

“浩浩苍天在上，福赐四面八方。伏
乞风调雨顺，佑我万民安康……”开渔仪式
上，老祭司用力地诵读着祭文，祈求渔民吉
祥如意、风调雨顺的古朴文化在南湾湖上
演，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

巨网捕鱼开始了，巨网在渔工合力起
拉下，逐渐缩小，网内的鱼儿开始“预感”到
即将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几千条鱼渐

离水面时，纷纷跃起，伴着水花飞溅，鱼儿
有的高跳、有的飞跃、有的转身……像玉珠
落盘般。百米大网、鱼鹰翻飞、万鱼欢腾的
震撼场面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为真实体验渔民生活，朋友们自然不

会闲下来，他们三五成群，在设定的捕鱼区
域内，一副渔夫的架势，下水捞鱼，鱼儿拍
打的水花弄得大家满脸都是，但他们乐在
其中，兴奋不已。

在鱼岛野营区，三口大锅已经支起，蓝
色的火苗舔着锅底，几位大厨在旁边指导
着游客烹制鱼汤，乳白的汤汁香气四溢，记
者禁不住喝上一口，哇，鲜美极了……加上
信阳烧烤和鱼头宴，真是不虚此行，享尽了
口福。

据悉，本届开渔节从项目的策划到捕
鱼流程的设计，从观渔区渔网的布置到美
食大厨的邀请等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只为
给游客带来一场融民俗性、体验性、互动性
和趣味性为一体的旅游大餐。

（张莉娜）

2014南湾湖第二届开渔节盛大开幕

巨网捕鱼 群鱼狂舞

10月 18日，2014年全国群众健身大会暨河南省第四届
“三山同登”群众健身大会开幕，活动分别在栾川老君山、
焦作青天河、鲁山县尧山等 16个景区同时进行。

该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
协会、河南省体育局和河南省旅游局共同打造。

日前，为期三天的中国·西峡第三届菊花山文化节
在丹水镇菊花山开幕，以节会友，挖掘保护菊花山资
源，传承弘扬长寿孝老文化，吸引了该县及周边县市众
多群众前来赏景游玩，共享文化盛宴。

位于丹水镇东南的菊花山，因菊而名，因潭而胜，
文字记载已经有 3000 多年的历史，为了挖掘、保护和
传承、弘扬菊花山的长寿孝老文化，丹水镇成立了菊
潭山文化开发筹建委员会，启动了中国菊潭文化开
发项目，并通过连续三年举办菊花山文化节，汇聚社
会各界有识之士群策群力、合作共赢，共同打造菊花
山风景区。

菊花山文化节现场，进行了菊花山聚贤阁启用和剪
彩仪式，来自西峡县和周边县市的书画家还现场进行了
书画创作交流，笔墨飘香，一幅幅精美的书画作品为文
化节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书画家们还在文化节开
幕式上，将所创作的书画作品捐赠给菊潭山文化开发筹
建委员会；女高音歌手庞勉演唱了《菊花山之歌》，有关
文艺团体演出了精彩的民间文艺节目。 （封德）

近日，随着天气的变化，位于云梦山景区海拔 580
多米的空中草原上，千余株火炬树、黄栌树叶红似火、
绮丽灿然，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

看，红的艳红，黄的金黄，绿的翠绿，红、黄、绿交相
辉映，在蓝天、白云、青草的映衬下，更加缤纷灵动、美
丽多彩。云梦山春有百花争艳、夏有草原绿毯、冬有白
雪胜景，但唯有秋天，这里红叶似火、五彩斑斓，可谓层
林尽染、美不胜收。

云梦红叶正烂漫，何须千里寻香山。快快走进云梦
山，近距离感受红叶林，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真正体验“人
在林间行，宛如画中游”的多彩金秋。 （张小燕 付爱华）

三山同登 共享健康

栾川老君山：本次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吸引了来自全国
3000 多名登山爱好者前来参加。同时，全景栾川“多彩
季”启动仪式也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栾宣）

焦作青天河：活动吸引了近万名体育爱好者和旅游爱
好者参加。目前正是太行红叶的最佳观赏期，近 10万亩红
叶覆盖区内的峰岭沟崖，如同一片火的海洋。 （王晓君）

鲁山尧山景区：数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共聚尧山
参加登山健身大会，中老年朋友表演了太极拳、柔力球、扇
子舞等节目。开幕式结束后，游客在五彩缤纷的旗帜引领
下，在青山秀水间，享受运动健康的乐趣。 （鲁宣）

云梦山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

西峡菊花山文化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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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龙潭沟

如今正是重渡沟最美的季节，层林尽
染，缤纷如锦。火爆的国庆黄金周之后，
栾川重渡沟景区依旧是车流如梭，游人如
织。近年来，重渡沟村利用丰富的乡村旅
游资源和原味民俗文化，吸引游客来“吃
农家饭、住农家院、观农家景、享农家乐、购
农家物”，探索出了一条以旅助农、以旅促
农、以旅富农的乡村旅游新路子。

据统计，重渡沟村去年共接待省内
外游客 68.5 万人次，实现旅游业直接收
入 1.3 亿元，同时辐射带动重渡沟所在
的潭头镇等周边乡镇实现综合收入 5.8
亿元。如今，重渡沟已经成为闻名遐迩
的富裕村、精神文明村、生态建设示范
村和乡村旅游开发典型村。

水、竹、农家 三篇文章一起做
茂林碧水交相辉映，北国水乡风味

独具。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或在金鸡
河观瀑，或在农家院小憩，或在修竹旁
留影……重渡沟发展依托的是独特的
资源优势，水、竹、农家宾馆交相辉映，
共同唱响了乡村旅游的新篇章。

做好“水”文章。在重渡沟风景区
28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金鸡河、滴翠河
两条河流为它增添了灵气。景区开业
当年，打出“既有重渡沟，何须下江南”
的招牌，迅速赢得游客的青睐。之后，
陆续开发了关公湖、乡村漂流、小吃水

巷、亲水乐园等项目，为美丽乡村建设
增加了新的亮点。

唱好“竹”字戏。开发数十里竹林
长廊、数千米竹林幽径、竹筒米饭、竹制
办公用品、竹制旅游纪念品、纯粮酿造的
竹筒老酒、清淡高雅的竹叶清茶等竹产
品。村民制作生产的竹桌、竹椅、竹帘、竹
篮等旅游纪念品远销省内外，去年仅此
一项就增加经济收入 280余万元。

办好“农家乐”。青砖蓝瓦风格别致，
农家宾馆民风浓郁。目前，景区按照“建
设风格古朴化、服务管理规范化、内部设
施现代化、外部环境田园化”的风格，制定
统一建设、统一标准、统一价格、统一接待
的管理模式，使农家宾馆发展到 328家，
家庭宾馆的旅游接待综合年收入达到 1.3
亿元。今年“十一”黄金周七天时间，接待
游客超过 7万人次。

乡村游带来山村巨变
一业兴带来百业兴，重渡沟景区的

成功开发带动拓宽了重渡沟村及周边
乡镇农业产业化的产销渠道，也为建设
美丽乡村注入了新活力。

重渡沟村和周边乡村盛产的山野果
成了香饽饽、抢手货。村民集资建成了山
野果醋厂、饮料厂，重渡沟柿子醋、重渡沟
山果饮料、重渡沟纯粮食酒、重渡沟绿豆面
条等绿色食品深受游客喜爱。

由于重渡沟乡村旅游带动，重渡沟
周边数乡镇群众或经商、或加工、或种
养殖、或运输、或餐饮服务等社会就业
人数达到 3.5万人。

小山村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巨变。重
渡沟村民的钱袋子鼓了，重渡沟村 80%的
农户有了小轿车，景区实现了 WiFi全覆
盖，配备了各种健身器具，建起了污水处
理厂，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有了星级旅游
公厕、村级图书室、电影院和村民文化广
场……如今，重渡沟村容整洁，村风文明，
村民们幸福指数不比城里人差，一个典型
的美丽乡村已经形成。

重渡沟乡村旅游不仅是扩宽就业
门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新路子，而且
能够传播新的生活方式和促进乡风文
明。“我看到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景，希
望乡村旅游的路子越走越宽。”去年 5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汪洋到重渡沟考察乡村旅游时的
一席话，不仅让村民们感受到旅游开发
带来的美好生活，也使他们更加坚定了
发展乡村游的信心。

加油，重渡沟！

初秋的晨曦，宁静而安谧。
橘红色朝阳掩映下的九曲黄河自西

淌来，与静静的洛水汇集、交融，一清一
浊汇流处，形成了天然的太极阴阳图
案。河之北岸离此不远坐落着一座神秘
而古朴的村落——温县陈家沟，中国太
极拳的发源地。

位于温县赵堡镇中心腹地、镶嵌在
清风岭之上的陈家沟村，总人口不足
3000 人，南邻黄河，南水北调一渠清水
穿村而过。历经了 400 年沧桑巨变，村
落里的农舍巷道、草木沟壑早已告别了
昔日的模样，而愈发浓厚的却是太极拳
文化。如果说太极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
悠久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么 400年前，创
编于温县陈家沟村的太极拳，则紧紧包
裹着太极文化之魂，成为中华武者薪火
相传、传播四海之根。太极拳已成为连
接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
国家、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意识形态的人
民和谐共处的重要纽带，正成为“世界第
一健身品牌”。

感受太极拳的神奇，必亲入一年四
季的陈家沟。

春日，漫步于陈家沟的街头巷尾、农
舍田间之时，随处可见妇孺老幼、壮年青
少，或三朋或两友切磋拳技的身影。夏
日，流连于村东被绿树掩映的深沟，青砖
碧瓦垒砌的练武台与绿水流经的拱形小

桥相映成趣。秋日，来自世界各地、各
色人种拜谒太极拳根的国际友人，到
这片升腾着太极之魂的中原村庄，感
受太极之魂带来的平静、和谐。冬日，
雪落初晴后的阳光，温柔地照射着太
极拳祖祠、博物馆和杨露禅学拳处等
一处处先贤场所，让人静静感受来自
太极之魂的脉动。

四季变幻带给陈家沟不一样的美
景，太极拳的传承让如今陈家沟人的生
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陈家沟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景说：“陈家沟
是世人皆知的太极拳发源地，来温县练
拳、寻根的人越来越多。近年来，温县县
委、县政府大力发展陈家沟村旅游业，陈
家沟村一下子火了起来、活了起来。武

馆、宾馆从多年前仅有的几家农家小院，
到 现 在 大 、中 、小 武 馆 和 宾 馆 达 30 余
家。特别是在授拳产业的带动下，村民
改变了以往单纯只靠种地或外出务工赚
取收入的情况，太极服装、太极鞋加工走
进陈家沟村民平常人家，一些大的超市、
特别是一些大个头实体项目落户到了陈
家沟，让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上班挣工
资。收入有了保障，大家伙练拳的劲头
更足了，业余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了，练
拳、跳广场舞让村里变成了不夜城，大伙
儿脸上啥时候都洋溢着自豪的表情。”

太极之魂在于其根、形成于拳、惠民
于养生，只有进一步发扬传承太极拳文
化、壮大发展太极拳文化产业，才能让太
极拳文化传承。为此，温县县委、县政府
围绕“立国家项目、申世界遗产、做国际
品牌”的目标，着力抓好“根、拳、养生”三
篇文章，打造成太极圣地、中华文化丹田
之地。温县已经编制完成陈家沟太极拳
文化旅游区相关系列规划，按照传承、弘
扬、养生、功夫、产业五大功能区，大手笔
建设集养生、健身、医疗、度假、休闲为一
体的旅游产品。

随着陈家沟太极拳文化旅游区建设
引向深入，总投资 23亿元的太极文化国
际养生基地项目一期已投用、总投资 36
亿元的太极文化生态园项目已全面启
动，河洛文化观光、黄河滩区农业体验、
学拳体验、农家体验等一系列乡村旅游
也逐渐成为陈家沟村新的亮点，重新将
太极之魂与现代文化相融，产生太极拳
发源地新的故事。

重渡沟：上演山村巨变的传奇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郭永军

陈家沟：感受太极之魂的脉动
本报记者 朱天玉 本报通讯员 杨照辉

孩童也在切磋拳技孩童也在切磋拳技

学员正在练习太极拳学员正在练习太极拳

烟雨蒙蒙似江南

密林深处有农家密林深处有农家

游客徜徉园区，感受到了开封菊文化的大气与恢宏

云梦山秋韵云梦山秋韵

开渔节现场开渔节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