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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原查干湖是目前中
国北方唯一一个依然保持
着用传统的捕捞方式进行
冬捕作业的地方。查干湖
冬捕是吉林省最豪迈、最壮
观、最能体现蒙古族炽热情
感的旅游节庆活动，可以说
是中国北方神秘的渔猎文
化的代表，已被列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吉林，
关东年俗，满族、朝鲜族的
饮食文化、婚俗文化、服饰
文化……都具有浓郁的地
域色彩。
1.查干湖冬捕

特色推荐：西部最佳生
态、民族特色品牌

地址：松原市查干湖旅
游度假区

电话：0438-2605077
2.关东文化园

特色：浪漫关东情、温
泉养生地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城
西镇西四环路与长白路交
会处

电话：0431-89679222
3.吉林市圣鑫葡萄酒庄园有
限公司

特色：品酒庄酒、食农
家餐、宿古院落

地址：吉林市丰满区江
南乡孟家村七社

电话：0432-69926666
4.安图县红旗朝鲜族民俗村

特色：中国朝鲜族第一村
地址：吉林省安图县万

宝镇红旗村
电话：18904431999

5.中国朝鲜族民俗园
特色：民俗文化体验、

百年老宅展示、民俗饮食服
务

地址：延吉市帽儿山北
侧山脚下

电话：0433-241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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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民俗多样民俗 多彩吉林多彩吉林

12 月 17 日，在郑州市金水区文化旅游局主办
的银企对接会上，金水区的 90 余家旅行社及 4 家
旅游景区与民生银行进行深度对接，并达成多项
合作意向。

旅游产业是朝阳产业、绿色产业，更是拉动现
代服务业发展的龙头产业，今年 8 月，国务院下发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近日，郑
州市召开了全市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制定了
郑州 5年发展目标，勾勒出郑州旅游发展蓝图。从
目前旅游发展现状来看，旅行社、景区等旅游企业
普遍面临融资难等问题。为破解难题，金水区文
化旅游局适时搭建银企沟通合作平台，推动银企
合作交流，有效缓解辖区旅游企业融资难问题。
对接会上，民生银行陇海路支行负责人就银行信
贷政策、金融产品、评级授信等进行详细介绍，一
些旅游企业负责人介绍了各自企业发展现状。最
终，银企双方本着互信互利的原则，通过沟通交流
达成了共识。会上，民生银行与金水区 20 余家旅
游企业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王丽）

12月 20日，在白雪皑皑的王
屋山巅，济源首届比基尼滑雪秀
在王屋山滑雪场激情上演，伴随
着一场冰与火的狂欢，王屋山国
际滑雪场盛大开滑。当天，来自
河南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
济源及周边山西、河北等省市的
游客约 8000人参加开滑仪式。

王屋山滑雪场总占地面积 5
万多平方米，有初级雪道、中级
雪道和高级雪道、儿童专用雪
道，能满足不同层次滑雪爱好者
的需要。滑雪场采用先进的德
国进口造雪机，保障了场地用雪

的质量和舒适度。滑雪场内滑
雪拖牵、自动地魔毡等各类配套
服务设施齐全，滑雪场内还开展
有雪地飞车，雪圈、雪地摩托、儿
童戏雪区等多种娱乐项目，是规
模较大、雪质较好、交通便利、设
施齐全的高山滑雪场。 (李娟)

济源王屋山滑雪场：上演比基尼滑雪秀

群山掩映蓝天，冰雪跃动
身姿。12 月 20 日，西峡老界岭
滑雪场迎来今冬首批游客，开
启我省冬季旅游一道亮丽的风
景。

老界岭滑雪场海拔1400米～
1800 米，是全国著名的高山湿
地大型滑雪场。每年 11 月底
至次年 3 月底为积雪期，积雪
厚度 60 厘米以上。滑雪场占
地面积 3.5 平方公里，建有４条
标准旅游滑雪道，现有设备全
部从国外进口，从加拿大进口
造雪机 15 台，从日本和欧洲进

口滑雪板 3000 余套，从欧洲进
口了雪上飞碟、雪上滑车等设
施，共 10 多个雪地游乐项目，造
雪 面 积 10 万 平 方 米 ，可 容 纳
2000 人同时滑雪，4000 人同时
进行雪上娱乐项目。 (封德)

回目千年，驼铃声声的商队来
往于丝绸之路，在西域奏响了动人
的旋律。丝路中重要的一段是新

疆，而哈密作为新疆的东大门,更具
有东联、西出、南通、北拓的战略地
缘优势，既是新疆向内地开放的门

户，又是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哈密文化多元。自古就是东

西方文化、西域与中原文化的荟萃
地和交会口，既有中原文化的脉
络，又保持着古老的传统少数民族
风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激荡、荟萃交
融、和谐发展。哈密木卡姆极具东
疆特色；哈密歌舞、书画、剪纸、刺
绣等民间艺术五彩缤纷；哈密瓜园
民俗村、兰州湾子都保持着古老民
俗与生态文明。

哈密因哈密瓜闻名中外。哈
密盛产哈密瓜，是哈密瓜的故乡，
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栽培历史。
瓜以地名，地以瓜闻，产品远销海
内外，有“西域之果，瓜莫盛于哈
密”的美誉。

哈密地区旅游资源八大类齐全，

有“新疆缩影”之称。天山，是世界
自然遗产，东天山绵延400公里横亘
哈密中部，把哈密分隔成南北两个
气候迥异的自然环境区。哈密天山
以南是绿洲、戈壁为主的大漠风情，
天山以北是绿草如茵、凉爽多雨的
草原风光。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
林峡谷、湖泊山岳和戈壁沙漠在这
里汇聚，具有显著的景观多样性和
独特的自然美，因此就有了“游哈
密，知新疆”的说法。

哈密东天山景区为国家 4A 级
景区、国家森林公园，也是著名的
风景名胜区。景区内景色迷人、空
气清新，负离子常年在八级以上，
被誉为“天然氧吧”。每年 11 月到
来年 3 月，东天山北麓银装素裹，
雪舞冰封，有理想的高山滑雪场和
城市滑雪场。

“旅游业是城市发展硬实力的体
现，又可以更好地提升、展示城市发
展的软实力,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竞
争力。2014中国（郑州）世界旅游城
市市长论坛，是一次智慧的交融，更
是一场美丽的对话。”日前，驻马店
市政府副市长李国胜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开门见山。他对世界旅游城市
市长论坛总体感受是：论坛办得越
来越好，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对旅
游业界的推动和影响也越来越深。

李国胜告诉记者，驻马店的发
展，城乡统筹、四化同步，未来的驻
马店将呈现一幅“心灵驿站，田园新

城”的美丽画卷。驻马店旅游，就硬
实力而言，山水资源禀赋良好，区位
交通优势明显；就软实力而言，历史
文化厚重灿烂，人民勤劳善良智慧，
具有无限美好的未来。驻马店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期望通过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这
个平台，开展更高层次的、广泛的国
内国际间的合作，以更好的创新理
念、科学规划，在保护优化生态、传承
弘扬文化的基础上，致力整合资源打
造精品，不断优化产业要素，丰富产
品体系，壮大产业主体，提升服务水
平，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集约化、品

牌化、市场化水平。
“驻马店的旅游，主要是要打好

三张牌：打好文化牌，整合资源牌，
构筑竞争力牌。”李国胜说。

第一，打好文化牌。文化是旅
游的灵魂，文化内涵是一切产品的
核心竞争力。驻马店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是中国盘古文化、梁祝文
化、女娲文化、重阳文化、西游文化、
冶铁铸剑文化之乡。发展驻马店旅
游，首先要飘扬文化的旗帜，发挥文
化资源的优势。

第二，打好资源牌。就是要整
合 提 升 、优 化 美 化 全 市 的 山 水 资

源。驻马店山水资源非常丰富、人
文资源厚重，境内有嵖岈山、白云
山、金顶山、铜山、老乐山，山体兼具
南秀北雄，山峰俊秀。横跨黄淮水
系，水脉丰沛，淡水资源储量占全省
的六分之一。中土梵境南海禅寺是
亚洲最大的禅宗寺院。“驻马店的资
源禀赋非常之好！”李国胜说。

第三，打好竞争力牌。就是要
以积极创建嵖岈山国家 5A 级景区
为契机，打造具备产业引领作用的
旅游精品，构建驻马店旅游业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旅游的魅力就在于
不断地去体验、感知、收获和发现。

对于每一个人而言，旅游是一个可
以复制的但又是一个内涵和体验完
全独特的、美好的生命体验；对于旅
游从业者而言，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就在于如何焕发、引领、激起人们关
于旅游的渴望和梦想。

中原河南是所有中华儿女心灵
的故乡，天中驻马店是锦绣中原的
美丽缩影，得中原者得天下，得天中
者得中原。“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
今始为君开”，李国胜代表驻马店人
民真诚地欢迎各界朋友做客天中驻
马店，领略“心灵驿站，田园新城”的
无限魅力和隽永风采！

驻马店：心灵驿站 田园新城
——访驻马店市政府副市长李国胜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吕桓宇

湛蓝的天空，冬日的暖阳，清新的
空气，近日来开封清明上河园游玩的
游客络绎不绝。纵使气温有些低下，
树叶有些凋零，但畅游在清明上河园
却是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每天上午9时，气势恢宏的《包公迎
宾》开启了清园新的一天。不管是民俗
性极强的《盘鼓》、《高跷》、《民俗绝活》，
还是参与性极强的《王员外招婿》、《大
宋科举》、《古代幻术》，或是较具艺术
性、技巧性的《编钟乐舞》、《水傀儡》、

《皇家皮影》、《布袋木偶》，以及根据大
型历史故事创编的《包公巡案》、《包公
巡视汴河漕运》、《梁山好汉劫囚车》等
精彩剧目都在全天候轮番上演。特别
是大型爱国英雄秀《岳飞枪挑小梁王》
每天 11：00、15：30两场震撼演出，定会
把您的游园激情推向高潮。

冬日的清明上河园，众多的民俗
展演也是一大卖点。在园区内可以观
看曲艺、杂耍、斗鸡等民俗风情展示，
感受牛车、羊车、耍猴、骑驴等市井风

情，还可以体验推独轮车、挑柴担等古
代百姓生活，也可以着宋装过把穿越
之瘾。游于园中，您可尽情欣赏如汴
绣、木版年画、官瓷、茶道、纺织、面人、
糖人等手工艺术的现场制作，同时您
也可以和工艺大师们现场学习制作擀
面杖、打铁、雕刻、弹棉花等民间技
艺。还可以和府尹包拯、大宋乞丐、武
大郎、行脚僧等园内众多明星来个互
动交流。

景区内各式餐饮、小吃，总有一样
能满足您的味蕾。老牌子孙羊正店，
极具权贵气场，各式套餐应有尽有，服
务、菜品均有保障。东京食坊——地
道餐饮一条街，自 5月份运营以来，生
意一直火爆。近期，众商家根据季节
的变化，在原有餐饮的基础上，相继增
加了暖胃的四味菜、大宋火锅、红焖羊
肉等冬季养生佳肴。另外，还有分布
在上善门两侧游线上的特色茶餐、农
家饭等，定会让您的游园胃口大增，心
情暖暖的。 (李姗）

2015年元旦，康百万庄园景
区推出“一元游康百万庄园”活
动。当天，凡是 1月 1日出生的游
客凭本人身份证均可以一元价格
购买价值 75 元的康百万庄园优
惠门票。元旦当日,游康百万庄
园的游客还将有机会一睹从天而
降的“财神”真容。另外，景区将
于元旦至春节前夕，为每一位前

来景区参观的游客免费赠送景区
精美春联一副，提前送上新年的
祝福。 (宋丹 吉红)

巩义康百万庄园：元旦生日可一元畅游

新疆缩影看哈密 冬季畅游亮点多

2014年的年末，郑州海外国旅重磅推出“海途
号”最美海岛游岘港包机系列产品。该包机将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启动首航，以打造春节期间温暖
的岘港游。这是郑州海外国际旅行社总部在 12月
18日召开的产品推介会上发布的消息。

据介绍，越南岘港有“东方夏威夷”之称，被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 50 个地方之
一，这里有世界三大人文遗产之会安古镇、美山
占婆遗址、顺化古皇城，有排名全球六大细白沙
滩之一的山水海滩。最美海岛游岘港包机系列
产品适合全家出游，游客将乘坐南航正班豪华空
客 738 机型，直飞越南岘港，抵达冬日里美丽、温
暖的岘港。 （王晓东）

建设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巩义旅游勇当先锋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景龙

西峡老界岭滑雪场：冰雪世界欢乐多多

“海途号”海岛游岘港包机将开行

栾川：500万红包答谢旅行社
12 月 17 日，河南康辉旅行社负责人赵丽从洛

阳栾川老君山风景区副总经理徐雷手中接过 39万
元的奖金，成为栾川县在郑州举行的旅游答谢会
上的焦点。

据悉，2014 年栾川旅游迅猛发展，尤其是老君
山、鸡冠洞、重渡沟景区旅游收入增幅达 70%以
上。为了感谢旅行社对栾川旅游做出的杰出贡
献，栾川县拿出 500 万元奖金，按比例对各大旅行
社进行奖励。在郑州举办的答谢会是该活动的第
一站，随后还将在陕西、山西、湖北、山东、江苏、安
徽、河北七个省份举办，奖励范围覆盖全国八省百
市千家旅行社。与此同时，栾川进行了“全景栾川
冰雪季”推介活动。 （吴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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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4 年 1 月起，巩义市全
面实行由省直接管理的体制，开
启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一
年来，巩义市紧抓历史机遇，改
革创新，适时提出“山水宜居城、
现代工业城、历史文化城”三大
战略定位，并以此加快建设现代
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面对机遇和挑战，巩义旅
游当仁不让地成为现代化区域
性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旅游助力 构建山水宜居城

“城在山中、水在城中、楼在
绿中、人在画中。”巩义风光迷
人，独特而又丰富的山水资源，
装点着河洛土地。依托贯穿巩
义的伊洛河，让城市融入“两山
一水”（青龙山、邙山、伊洛河）生
态，一个彰显山水资源特色的现
代化城市呼之欲出。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正在编制的巩
义市城乡发展总体规划，把旅游
职能作为城镇的重要职能。

沿着巩义南部山区旅游通
道前行，青龙山、长寿山、浮戏
山、蝴蝶谷、嵩阴，如珍珠般散落
在山谷中。今年 11月，青龙山文
化旅游综合体掀起了面纱，为巩
义打造山水宜居城增添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在大峪沟镇民权
村，红瓦白墙、绿树掩映下的村
落展现出一幅动人的画卷。长
寿山景区完善的服务设施、火爆
的农家乐，让当地百姓获得了实
惠。走进浮戏山雪花洞，旖旎风
光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山下碧
波荡漾、白鹭翩飞的湖光山色，
成为山水宜居城的点睛之笔。

把“山水”变成“产业”，把“旅
游”转化成“生产力”，山水宜居城
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动力。

旅游融合 助推现代工业城

“要坚持融合发展,推动旅游
业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等相结合,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
效益相统一。”国务院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道出，
旅游业与工业相互融合，将形成
大的产业，实现新的产业跨越。

巩义是全国乡镇企业的重
要发祥地之一，工业文化不断传
承发展。在巩义市产业聚集区，
一栋栋崭新大气的厂房拔地而

起、一条条宽敞笔直的公路上车
水马龙，现代工业城热火朝天的
建设场面扑面而来，大企业按照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的标准规
划建设，又以强大的工业示范形
象拉动旅游业更快发展。

下一步，巩义旅游业将与
工业牵手，启动清华科技合作
园等特色工业旅游项目，通过
旅游业与工业等相关产业的融
合发展，不仅使巩义旅游业的
内容更加丰富，也为巩义的旅
游市场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并形成多业共生、众业共进的
旅游发展新格局。

旅游突破 支撑历史文化城

“五一”期间，大型实景剧
《慈禧驾临康百万庄园》盛大开
演。古色古香的明清古建、气
势恢宏的皇家仪仗、富甲中原
的康氏家族带领游客生动地再
现着历史……这是巩义旅游的
一个新尝试。

文化是永恒的，文化与旅
游相融，方能彰显历史文化城的
魅力。巩义是河洛文化和中华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北宋皇
陵、北魏石窟、杜甫故里、康百万
庄园等历史文化资源。陕西感
恩地产集团正是看中了巩义的
文化底蕴，总投资 30亿元的杜甫
故里唐风古镇项目一谈即定。
北京大学与巩义合作，国内首创
佛教实验考古基地。

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
抓手，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打
造中原地区重要的旅游集散中
心、全国旅游目的地，巩义市已经
进行了长远谋划。目前，郑州中
原路西延至巩义快速通道、S314
沿黄快速通道路正加快建设，构
建北部历史文化旅游带、南部自
然风光旅游带的大交通格局即将
形成。打造 5A级的康百万庄园，
建设明清文化镇等已经纳入旅游
突破指挥部中心工作。巩义正以
文化创意旅游产业为带动，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品牌，优化
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

山水宜居城山水环抱，现
代工业城动力强劲，历史文化
城璀璨夺目……在向现代化区
域性中心城市迈进的征程中，
巩义旅游一路欢歌。

图说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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