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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安阳洹水湾温泉旅游
节暨洹水湾滑雪场新闻发布会在洹水
湾国际大酒店召开，来自省内外的多
家旅行社和新闻媒体欢聚一堂，共同

期待洹水湾滑雪场精彩亮相。
据介绍，滑雪场是洹水湾进军旅游

的又一力作，洹水湾冬季旅游产品丰富、
景区品位高、市场需求旺，具有很强的市

场竞争力。温泉+滑雪的经典旅游线路
将给我省冬季旅游市场带来新的生机。

本次洹水湾温泉滑雪节为期三个
月，围绕“玩滑雪、泡温泉、冬季旅游就
去洹水湾”这一主题，推出洹水湾滑雪
场——洹水湾温泉精品线路。主要活
动有：一是以洹水湾滑雪场为主，举办
安阳市首届滑雪节，为游客提供豫北地
区最优质的雪上旅游项目。二是以洹
水湾温泉为中心，举办“冬季休闲温泉
养生节”，为游客提供冬季温泉旅游项
目。三是以岳飞庙、红旗渠、大峡谷等
景区为补充，为游客提供红色旅游、冬
季登山、赏雪等项目。活动期间游客凭
洹水湾滑雪场、洹水湾温泉票到对方消
费均享受大幅度优惠。 （张莉娜）

令人眼花缭乱的鸡尾酒调制，麻
溜利索的铺床叠被，造型精美的中餐
摆台……10月 28日至 30日，全省旅游
饭店服务技能大赛在郑州举行，饭店服
务人员普通而又高超的技艺，让参观者
惊叹不已。

活动共设置中式铺床、中餐宴会摆
台、西餐宴会摆台和鸡尾酒调制四个项
目，比赛内容由仪容仪表展示、技能操
作和英语口语三个部分组成，共有 20
个代表队共 70名选手参赛。在中式铺
床比赛科目中，郑州市嵩山饭店的高关

偶露取得第一名。鸡尾酒调制科目中，
中州皇冠假日酒店的方家磊取得第一
名。西餐宴会摆台科目被郑州市嵩山
饭店的徐静雅取得。中餐宴会摆台科
目中，南阳宾馆的高静夺冠。

（刘春香）

调酒、铺床、摆台，行行出状元

全省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大赛举办

滑雪、温泉、养生，处处有乐趣

安阳洹水湾冬季旅游产品上市

11月 4日，由省旅游局、省摄影
家协会组织的“美丽河南摄影大赛
采风行”来到漯河采风。采风团成
员先后来到南街村、小商桥景区、
沙澧河水利风景区、河上街、神舟
鸟园等漯河的著名景点，南街村红
色的旅游景观、沙澧河岸生长着美
国红枫，让摄影家们如遇至宝，相
机闪个不停。 （李阳）

近日，为 提升济源城市旅游形
象，济源市旅游局加大旅游宣传投
入力度，将推出一系列制作精良的
高清广告片，并整合网络媒体对济
源旅游整体形象进行宣传。制作
高清广告片 3部，适用各电视台播
放；高清音乐电视一部，内含制作
济源音乐歌曲一首；中英版电视级
高清宣传片一部；拍摄制作济源城

市旅游类各种版本宣传册，济源城
市旅游篇、城市形象宣传篇、景区
篇、人文篇等各种版本明信片。整
合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中新网
等 200家知名网络媒体进行宣传稿
件推广；精选人民网视频、央视网
视频、海外网视频、新华网视频等
20家视频媒体，对济源旅游整体形
象进行宣传。 （李 娟）

“恐龙来了！”11 月 8 日，在郑
州香堤湾温泉，大型“侏罗纪恐龙”
科普展震撼开启，引得孩子们一阵
阵欢呼。

为了让广大市民和青少年认
识地球家园，树立保护环境、珍爱
生命的健康理念，香堤湾温泉“侏
罗纪恐龙”科普展带您重返侏罗纪
时代，零距离接触两亿三千年前的
霸主。恐龙科普展由广州佶佶龙
展览服务公司主办，展览将持续至
11月 23日结束。

活动期间，现场将展出 30条动

态巨型恐龙模型。主办方透露，此
次展览通过声音、灯光、布景等仿
真布置，对史前生态环境进行全方
位模拟展示，使参观市民仿佛置身
于亿万年前的侏罗纪世界中。人
一经过恐龙身边，它就会自动发
声，摇头摆尾，神秘又震撼。笔者
了解到，此次展出的全是仿真恐
龙，无论是大三角龙、马门溪龙、暴
龙，还是龙王龙、禽龙、金刚等，全
都栩栩如生，每种恐龙都有详细的
介绍，让游客身临其境的同时可以
获得丰富的科普知识。（罗林 王闯）

距离“中国（开封）第 32 届菊
花文化节”结束还有一周时间，虽
然接近花会尾声，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清明上河园景区里菊花依旧盎然
怒放，游客络绎不绝。

清明上河园作为本届菊花文化
节的主会场，伴随着满园菊香，迎
来喜人的成绩：截止到 10月 27日，
清明上河园 2014 年度游客接待量
首破 200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为保证本届菊花花
会品质，清明上河园景区撤换掉已
凋败的菊花，目前参展的菊花依旧

花色较好，满园花团锦簇，五彩缤
纷。另外第三届国际菊花展依旧
是本届菊花文化节最大的亮点，参
展的菊花品种珍稀，造型奇特，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

(李姗)

11 月 5 日，焦作师专青天河教
育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青天
河举行。据悉，焦作师专青天河教
育教学实践基地的建立，将为青天
河景区输送和培养一批高素质的
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为景区转型
升级带来新的观念和发展思路。

青天河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区以来，积极加快精品景区
建设，推动景区由“观光旅游”向

“休闲旅游”转型升级，致力于为广
大游客提供一个绿色生态、健身养

生的理想场所，景区面貌发生了巨
大变化。青天河景区通过狠抓市
场营销、精品景区打造等一系列举
措，拓展客源市场，青天河和香山
公园缔结为姊妹景区，成功晋级中
国红叶联盟，把青天河红叶推向了
全国市场。红叶节举办以来，每逢
周末，接待游客突破万人已成景区

“新常态”。10 月 25 日，单日游客
量更是突破两万人，成为青天河景
区接待游客新纪录。

（王晓君 陈小芬）

2015 年巩义旅游年卡开始发
售了！ 2014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期间，凡巩义市市民、
全日制在校大学生携本人身份证
或学生证，前往康百万庄园或杜甫
故里景区均可办理。

新的巩义旅游年卡在原有 5
个景点（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杜
甫陵园、石窟寺、长寿山）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青龙山慈云寺景区，从而

使景区的数量增至 6 个，售票价格
仍然是 50 元。手持一张巩义旅游
年卡，市民即可在一年内无限次畅
游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杜甫陵
园、石窟寺、竹林长寿山、青龙山慈
云寺六家巩义知名景区。

此次加入巩义旅游年卡的六
家景区是人文与山水兼有，具有不
同的文化特色和别具一格的自然
风光。 （宋丹）

大龙山，你在中原隆起，绵延
无限远，我看不到你的尽头。有人
叫你大刘山，那是避讳当年皇宫里
的至尊吗？实际上你同一条根脉
紧紧相连。也许，龙亭里眯起的眼
睛朝南望，就能望到你龙一样的雄
姿。而在你的脚下，人们正利用你
特有的土质，燃烧起一条条火龙，
火龙里诞生的奇妙钧瓷，源源不断
地进入大宋皇室的深处。

我来的时候正是深秋，山上依
然蓬勃葱茏，各种巨石像鳞片闪露
在阳光下。我想不明白是怎样的
一种土，千年不尽，支撑了炉灶里
的辉煌。我依然看到这个叫做神
垕的地方，躲藏着神一样的神秘。
为何名神垕？字典上的“垕”字，只
为你一地专有，那是“皇天后土”后
两 字 的 集 合 体 ，而 前 面 加 一 个

“神”，比“皇”更有了无尽的意象。
神垕，我与你不期而遇，真的，

我在车上打了个盹儿，一睁眼竟然
就扑到了你的怀里。我已经感觉
出这次抵达的幸运。那些昨日的

烟尘和现实的幻象搅得我有些心
神不宁。我在心神不宁中小心翼
翼地走进一个个院落，诚惶诚恐地
观察每一个窑址，毕恭毕敬地抚摸
那些浴火而生的神物。

钧瓷上的一束束光直接打开
了我的心室，那层层开片让我有一
种疼痛。大宋，你离去了近千年的
时光，但是你造就的辉煌却是一直
光照着历史，以致于那不屈的泥土
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续写出瓷的
华章。

一个个磁窑隐居在神垕的各
处，表面上看不出热火朝天的景
象，但是越过一些墙头，会看见一
排排打磨好的泥胎，看见堆积的泥
土、煤块、柴棒。最古老的烧制就
是柴烧，柴烧的饭香，柴烧的瓷也
好吗？岁月中，有多少不忍和不
舍？

走进一条古街，不宽的街巷两
边都是明清时期的老房。当地人
说，你没有看见过，当年这些老房
子深处，都是钧瓷作坊。早晨叮当

的阳光里，一队队马帮驮着泥土和
柴草或者精美的瓷器踏响青石的
路面。路面上，有人扛着担着做好
的半成品，穿街过巷，走入各个作
坊。到了饭时，男孩女孩提着饭罐
川流不息地给大人们送饭。那时
的神垕，就是一个大的瓷场，所有
的活动都围绕在瓷场的秩序中。

整个神垕依山就势错落成美妙
的图景。走过一棵棵老槐、野桑和
皂角树，来看那些老窑。有些窑就
在半山，人住的石头窑洞，烧的石头
窑体，放眼是山下无尽的苍茫。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火神庙
开始祭火神。烟雾缭绕，旗幡飘
摇。火，对于神垕是那么的重要。
所有钧瓷的烧造，都是火的艺术，
更是火的魔术。钧瓷的图形和色
彩不是事先画出，全凭窑变而成。
那样，一切就全在想象中了。那是
幻想与火神共同的勾画，是一种匪
夷所思的超越和飞翔，充满了翻空
出奇的期待，异想天开的盼望。

看见一个窑炉门上贴着对联：
求仙翁窖中放宝，赖圣母炼石成
金。

卢师傅拘谨地打开一个窑门，
那里的火焰早已熄灭，他絮叨着什
么，众人面前带有着一点矜持，似
乎大家要看他掀开盖头的新娘。

他终于打开了封口，恭谨地取出一
件大洗，那洗怎么了？完全没有那
种流光溢彩，而像一个锈迹斑斑的
出土文物。再取出一件，还是同
样。它们是在抵达生命辉煌顶点
的时刻遭遇了不幸。那粗糙斑驳
的外形，表明着它经受了多么艰难
的过程。

满怀期待的人们散去了，老卢
还在看着两件不成器的东西，拿起
又放下。我似乎体会到了他的内
心。炉子边上，一堆打碎的瓷片，
堆满了烧瓷人的情感。那是瓷殇。

当地有说：“十窑九不成”。火
的惊喜、幻想的惊喜、等待的惊喜
的到来，一次次竟是那么的不容
易。

走进钧瓷艺术馆，就像进入了
一个瓷海，我似听到叮当的开片啸
闹成一片秋声。我看到形状各异
的精魂在起伏腾跃，色彩的空间里
潮一样汹涌。

你 的 曲 线 为 何 这 般 柔 润 迷
离 ？ 你 的 色 彩 为 何 这 般 大 胆 恣
肆？还有你，你的花片为何这般钩
心摄魄？经过长时间的静默与忍
耐、摔打与烧灼，火给了你怎样的
折磨与唤醒，给了你怎样的调教和
激发，使得你如此觉悟开化？一千
三百度的浴火而出，每一个都成为

仪态万方的精灵。
一个女孩站在一个瓷瓶前，带

着景仰一般的神情，伸出手又缩回
来。我知道那种感觉，有一种爱就
是这样，想看又不敢看，想摸又不
敢摸，别后的回味比现场还深刻。
我知道，在那一刻你已经和她心脉
相通。

神垕，你将我从喧嚣中摆渡过
来，让我有了一时的安宁与沉静。
尤其是看到那些聚精会神的做瓷
者。

竟然还有女工艺师，她们长发
飘逸，姿态端庄。无声的时间里，
一腔热爱倾注于一抔泥土。又有
人进来，流露出欣喜：看呀，她们在
做瓷！

声音里，你会把做瓷听成“作
词”。宋瓷中闪现着多少艺术的精
粹，怎么能不说她们在作词呢？是
的，她们作着八声甘州，作着水调歌
头，作着沁园春、临江仙、菩萨蛮，那
从宋代遥遥传来的，就是一首首或
婉约或豪放的美妙的宋词啊。

王剑冰，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河南省散文学会会长。已出版
散文集《苍茫》、《蓝色的回响》、《绝
版的周庄》及诗集《日月贝》、《欢乐
在孤独的那边》等。

神垕：做瓷亦是“作词”
王剑冰

“2014年度河南十佳美丽乡村”出炉
11 月 6 日，由河南省旅游局、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等单位联合组织发起
的“老家河南 发现美丽乡村”大型
旅游推广活动完美收官，“2014 年
度 河 南 十 佳 美 丽 乡 村 ”新 鲜 出
炉。它们分别是信阳郝堂村、洛
阳重渡沟村、许昌神垕镇、济源五
里桥村、南阳化山村、焦作陈家沟
村、焦作一斗水村、漯河南街村、
郑州西泰山村、平顶山东竹园村。

评选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组委会相
关负责人认为，评选出的这 10 个
村子中有重渡沟、化山村、南街村
等乡村游发展的老典型，也有郝
堂等新星，还有神垕镇、陈家沟这
样文化积淀深厚的古村镇，可以
说代表了近年来我省乡村游发展
的各个阶段、各种形态，具有一定
的示范指导意义。

本次活动从 9 月份启动，为期
两个月，引起强大社会反响和广泛
关注。活动运用报纸、电视、网络多
种媒介，深入我省 30个入围乡村，
全面展示了近年来我省乡村旅游业
的发展成果，推广了乡村游旅游产
品，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副省长
张广智参加了在信阳郝堂举行的开
幕式，由媒体、知名作家、画家等组
成的采风团，受到各地热烈欢迎，信
阳市委书记郭瑞民、济源市委书记
何雄，鲁山县委副书记赵会杰等领
导，都在百忙之中接待了采风团，并
对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和积极评价。
著名作家张宇说：“美丽乡村这个主

题非常好，很有创造性，很有社会意
义。”著名作家李佩甫说：“这是一个
对中国农村重新认识的视角，是一
个关注民生的视角。”

本次活动有三个特点。

政务营销
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双丰收

本次活动是在习近平总书记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指示下开展的。近期，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旅游局、
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也联合发
出《关于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
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要求
以增强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为根本，以发展乡村旅游为重点，
以增加农民就业、提高收入为目
标，支持重点景区和乡村旅游发
展。近一两年，随着一系列扶持
政策相继出台，我省越来越多的
县域、乡镇、村庄开始以乡村旅游
为转型抓手，加速新型城镇化步
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带动农村
致富，乡村旅游成为最具生机活
力的新经济增长点。我省乡村游
出现万花齐放的大好局面，但也
存在着缺少龙头企业，缺少规模
发展的情况。本次活动，应时而
动，既符合中央和我省一系列关
于乡村游发展的精神，也符合各
地市需要加大乡村游宣传推广需
求，更是对我省乡村旅游发展的摸
底调查，效果显著。通过活动评选
出先进典型，鼓励大家村与村比，

村与村学，共同提高乡村游发展水
平。活动恰逢其时，引起了各级政
府对乡村旅游业的重视和投入，各
地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不同的
乡村游旅游活动、线路推介等市场
行为。活动进行中，不少读者、网
友，纷纷询问乡村游的地址以及交
通路线，实现了社会效益与市场效
益的双丰收。

立体营销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发力

参 与 本 次 活 动 的 有 河 南 日
报、电 视 台、网 络 媒 体 等 多 种 媒
体。《河南卫视新闻联播》、《河南日
报》头版，“大豫网”首页都对活动
进行了专题报道。多角度全方位
的新闻轰炸发挥了急速效应，提振
了我省乡村游的发展信心，揭示了
乡村游对旅游富农、对促进当地农
村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提高了美
丽乡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河南日报作为采风活动的组
织方，充分发挥党报的责任担当与
品牌影响力，邀约李佩甫、郑彦英、
张宇、王建冰、墨白、冯杰、鱼禾等
十几位知名作家，参与了采风活
动。著名书法家张良、画家罗志安
等也为活动留下墨宝。两个月持
续不断刊发四万多字，共计七八个
整版的报道文章，刊发名家专访
12 篇，并计划出版图书一本。河
南日报官方微博发挥 338 万人的
粉丝量，共发布微博 20588 条，在
整个活动中共发布活动预发、活动
现场直播等微博 16 条，转发量达

到 350 次，评论量达到 413 次。先
后有盛大林、大鹏背包走天下等 4
名粉丝量过千人的微博达人参与
了分站采风活动。关于本次活动
的博文曝光量达到 235393次。

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爱上
生活榜》栏目，组织专业的节目制
作团队深入河南省 18地市 30个乡
村，播出 30 集《发现美丽乡村》专
题节目。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收
视率创下《爱上生活榜》节目自开
播以来收视率榜顶，并在同时段排
名第一。节目整合乡村周边的美
食、景区、特色农家等多种元素，成
为游客出游参考的视频攻略。栏
目官方微博、微信同时对拍摄乡村
内容转发、扩散，微博关于活动的
话题阅读量达 58.3万次，微信阅读
量突破 20万次。

大豫网使用官方微博、微信、
大豫论坛贴、新闻报道、硬广等方
式，立体跟踪式宣传，其中微博、微
信曝光量为 130 万次，论坛贴 6 条
累计点击量为 30 万次，新闻曝光
量 270 万次，硬广累计展示 31 天，
总曝光 3880万次。

河南乡村旅游网及《旅游新
生活》杂志设置活动资讯头条、开
通投票专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跨界营销
通过名人效应拉动市场效应

本次活动采取政府主导、媒体
配合的形式进行，政府营销与市场
营销相结合，城市旅游目的地营销
与产品线路相结合，文化事件与旅

游活动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相结合，从而不断激活旅游市场，
提升我省乡村游的知名度、美誉度
及市场活跃度，有力地推动了我省
乡村游的产业发展。

参与活动的有知名作家、诗人、
旅游专家、政府官员、媒体记者等不
同行业、不同身份。大家从各自不同
的角度出发，为全省旅游业发声。本
次活动突破宣传促销怎样落地的瓶
颈，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促销沉下去，接地气，真正为当地
旅游企业鼓与呼。所到之处受到当
地旅游部门和景点的热烈欢迎。乡
村美妙的景色、发展的亮点成了作家
们、画家们的创作素材，名家们所作
的文艺作品被一直传颂、阅读、转播，
收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
济研究所所长郑泰森认为：美丽乡
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我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
抓手之一。数十万计的网友参与投
票，反映全社会对美丽乡村建设的
关注和关心。本次选出的河南十佳
美丽乡村，代表性突出、特色突出。
十佳美丽乡村分布在9个市，在地域
上很有代表性。河南省是农业大
省，农村地域广阔，美丽乡村既是广
大城市居民旅游休闲的好去处，也
是农业现代化的主战场，广大农民
自主发展的新领域。此次评选出的
十佳美丽乡村，具有很强的示范
性。通过示范引领，相信河南的美
丽乡村建设将进入一个如火如荼、
百花齐放的新阶段。

焦作市旅游局于近日收到了亚太旅游协
会发来的同意加入该协会的确认函，正式成为
亚太旅游协会会员单位。

据悉，亚太旅游协会是世界四大旅游组织
之一，同时也是亚太地区唯一集结了官方及民
间旅游机构的旅游业专业协会，亚太地区唯一
具有权威性、非盈利性的团体会员旅游机构，
其会员涵盖了从承运商、酒店、旅行商到官方
旅游机构的旅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该协会
宗旨是借助与官方及民间旅游机构的伙伴关
系，借助与会员的独特伙伴关系以及会员间的
协作，推动往来于本地区及区域内旅行及旅游
业可持续增长、价值和品质的提升。目前，该
协会引领着近 100 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旅游
机构、省一级旅游部门，55个国际航空公司、机
场和邮轮公司以及数百家旅游企业。

焦作市旅游局局长赵卫星说，成功加入亚
太旅游协会，不仅有助于焦作市创建国际知名
旅游城市、增强国际旅游知名度，同时还能从
亚太旅游协会获得亚太地区最新的旅游信息、
最快知晓亚太地区旅游市场的专业分析数
据。焦作市旅游局将充分利用亚太旅游协会
的信息互通平台、广阔的亚太地区旅游业者沟
通 联 系 网 络 ，进 一 步 拓 展 海 外 旅 游 市 场 。

（赵峰）

初冬时节，到清明上河园去赏菊

漯河美景尽入镜头

2015年巩义旅游年卡今起发行

大型“侏罗纪恐龙”科普展袭击郑州

焦作师专青天河教育教学实践基地揭牌

济源加大旅游宣传投入力度

近日，到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
游玩的游客惊奇地发现：景区牡丹
园的牡丹开花了！在景区的牡丹
园内一株株绽放的牡丹或含苞待
放，或鹤立枝头，为冬季增色不少。

“在景区工作了二三十年了，
头一回看见牡丹在冬天开花的。”
景区绿化队的一名职工说起了这
奇事。“牡丹园位于一片山谷，满足
了朝阳和背风两个条件。尤其前

几天温度较高，如同给植物打了
‘催化剂’。正因如此，其他地方的
花儿早已枯萎了，这里的牡丹却依
然娇艳欲滴。”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的黄河
牡丹园占地 0.7 公顷，栽种牡丹品
种 200 多个、3000 余株，分为三大
类，八大色系。如今，冬季开花的
牡丹，为景区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
彩。 （李玮柯）

中州冬季牡丹开，国色天姿动客怀

11 月 6 日，在内乡县衙建衙
710 周年、建馆三十周年之际，南
阳电视台《社会广场》特别访谈栏
目在内乡县衙大堂前举行大型访
谈节目，回顾内乡县衙 30 年来的
发展历程。

内乡县衙 1984 年被批准为全

国第一家衙门博物馆，30 年来，县
衙人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
到底，历经六届领导班子薪火传
承，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逐步发展
成为全国衙署博物馆中的佼佼者，
内乡县衙也因厚重的文化底蕴而
享誉神州大地。 (苗叶茜 于远洋)

内乡县衙举行建馆三十周年大型访谈节目

名家眼中的名家眼中的乡村游乡村游

焦作市旅游局
加入亚太旅游协会

本报记者 刘春香

“老家河南 发现美丽乡村”大型旅游推广活动完美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