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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门峡市强力实施“大
旅游”战略，以打造“黄河三门峡·美
丽天鹅城”城市旅游品牌为核心，率
先拓展旅游新要素，努力适应新常
态，积极促进旅游与会展、文化、体
育、养老、休闲度假、区域合作等方
面的有机融合，实现了旅游业的提
档升级和转型发展。2014年，全市
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374.4万人次，
完成旅游总收入202.64亿元，分别
比去年同期增长15.6%和14.8%。

会展旅游，以实力引领新发
展。三门峡市近年来持之以恒地
精心组织中国（三门峡）国际黄河
文化旅游节和中国特色商品博览
交易会，并成为全国知名的节会品
牌，极大繁荣了全市的餐饮、住宿、
商贸、交通流通、名特物产等市
场。据不完全统计，两大节会直接
招徕游客 125万人次，成为旅游业
融合发展的助推器，旅游业已从提
高城市形象等软实力，转而成为城
市经济发展的硬实力。

文化旅游，以情感唤起新亮
点。三门峡历史悠久，资源禀赋
深厚。当地旅游部门深度挖掘
文化内涵，先后策划组织了“中
流砥柱”中国（三门峡）黄河大合
唱艺术节、“中国摄影名家走进
三门峡”白天鹅摄影采风活动、
达摩祖师纪念大典、道家初祖老
子诞辰纪念活动、陕州地坑院民
俗文化旅游节、郭氏宗亲大会、

“千人百桌十碗席”特色旅游活
动等，用情感唤起游客对三门峡
的文化认知，吸引了数以万计的
游客到三门峡旅游观光。

体育旅游，以奇特塑造新品
牌。发挥独特的山水资源和文
化传承优势，三门峡举办的中国

（三门峡）横渡母亲河、全国山地
车邀请赛、豫西大峡谷海峡两岸
双胞胎漂流大赛声名鹊起、品牌
凸显，成为旅游与体育融合发展
的典范。特别是横渡母亲河活
动已连续成功举办五届，成为全
国规格和知名度最高、参与面最
广、规模最大的公开水域游泳活
动，并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
精品体育旅游项目。2014年的 5
月，28 个省（区、市）的 105 支代
表队 2658 名游泳爱好者接受了
母亲河的洗礼，使得这一活动成

为游客追求新奇、崇尚健身挑战
精神的旅游新品牌。

养老旅游，以先行抓住新商
机。 2014 年 10 月 19 日-22 日，

“2014 中国（三门峡）老年旅游文
化周”在三门峡市举行。来自全
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的 60 余
支表演队和 12 支自行车骑游队
973 人前来参与并游览天鹅城胜
景。三门峡根据特定市场需求，
实施分众营销，通过性价比高的
创意主题旅游形式，有效拉动了
北京、西安等大城市老年旅游市
场，在培育银发旅游、异地养老
方面实现了新突破。

休闲旅游，以生态引领新业
态。2015全国“驴友”交流大会暨
第三节万人帐篷节共有 16 个省
份的 1.5万名驴友参加，在美丽的
黄河公园搭起了 8100 顶帐篷。
同期举办的 2014 中国中西部户
外休闲产业博览会吸引 800名购
买商和近 2万名市民参加购物洽
谈，达成购销协议 3200万元，有效
带动了旅游消费市场。天鹅湖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黄河公园、陕州
公园、豫西大峡谷、双龙湾、甘山
国家森林公园、黄河丹峡、燕子
山、娘娘山、高阳山温泉等一大批
度假设施特色浓郁、备受青睐。

区域合作，以机遇开创新路
径。三门峡紧抓住《晋陕豫黄河
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国家战
略，与运城市、临汾市和渭南市
达成了旅游全面合作协议，采取
六项措施推动和深化三省四市
旅游合作，共同打造“观壶口、拜
关公、登华山、问道函谷关”旅游
目的地形象。在倡导成立沿黄
九省（区）黄河之旅旅游联盟、沿
黄九省（区）旅行社联盟、自驾车
旅游联盟，发布中国黄河旅游十
大精品线路的基础上，继续深化
沿黄九省（区）旅游合作，又组织
了 2014对话黄河·智慧旅游峰会
和全媒体旅游峰会。

未来，我国将从初步小康型
旅游大国逐步过渡到全面小康
型旅游大国，直至初步富裕型旅
游强国。旅游业，正行走在高速
发展的新常态道路上。2015，三
门峡旅游业转型升级步伐将再
度杨帆起航！

2月 1日上午 9点半钟，古都开
封沉浸在大寒节气深深的寒意中。

国家 5A 级旅游区、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开封清明上河
园东大门的迎宾广场，却是一派人
潮涌动、热火朝天的欢乐景象。此
刻，河南省旅游局“体验河之南”主
题旅游推广活动启动仪式暨“回老
家过大年”产品发布会在这里浓情
举行。河南省旅游局巡视员何琳、
开封市副市长孙晓红以及省、市多
家媒体记者参加了启动仪式。

九羊启泰观清明上河春色满
园，一元复始赏东京梦华灯火阑
珊。

在一阵欢快、震天的开封盘鼓
声中，拉开了启动活动的序幕。

开封市旅游委员会主任刘震
向来宾进行了热情地推介。“大宋
年文化节”深受国内外游客欢迎，

“逛庙会、观花灯、赏民俗、品小吃”
成为羊年春节古都开封过大年的
主要特色。以赏民俗文化为主的
清明上河园为龙头，连续成功举办

了 15 年春节民俗文化活动，打造了
古城开封年文化的最大亮点。“欢
迎大家来古都开封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喜庆的大年！”刘震向中外游
客发出了诚挚的邀请。

身着宋装的“包大人”宣布了
活动仪式的启动。

接下来，清明上河园表演团队
为来宾献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精
彩演出。首先是气势磅礴的开封
盘鼓，接着是生龙活虎的舞龙、舞
狮，最后是让人惊叹的高跷表演，
赢得了观众阵阵的掌声。

文化表演结束之后，与会来宾
和媒体记者进入清明上河园景区，
提前体验了浓浓的大宋年文化的
氛围。尤其是观赏了大型实景剧
——《岳飞枪挑小梁王》之后，更是
让大家陶醉不已。

“‘体验河之南’主题旅游推广
活动在古都开封启动，再一次吹响
了开封文化复兴的号角。清明上
河园作为全国最大的宋文化主题
公园，有决心、有信心为中原父老

乡亲奉献一道精美的民俗文化大
餐！”清明上河园总经理周旭东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近年来，随着河南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和交通、旅游服务设施的不
断完善，河南已经成为国内旅游的
热点省份。为加大国内旅游市场
开发，引导游客消费，自去年开始，
省旅游局策划开展了“体验河之

南”三年推广计划。通过整合资
源、媒体推动、企业参与、市场推
广，使“老家河南”整体品牌形象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大幅度的提
升。

据悉，今年河南春节旅游文化
活动将呈现四大亮点：

一是民俗文化旅游内容异彩
纷呈。从春节到 3 月下旬，游客可

以体验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开封
清明上河园宋文化民俗表演、宝丰
马街书会、浚县大坯山庙会、淮阳
太昊陵人祖庙会、商丘火神台庙会
等民俗文化活动；二是休闲度假旅
游产品琳琅满目。游客通过“回老
家过大年”系列活动，可以滑雪、泡
温泉、观赏天鹅、登山健身、品尝河
南特色美食，收获不一样的旅游体
验；三是旅游服务保障体系更加完
善。便利的区位优势及交通优势，
为河南发展旅游业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四是通过
网络新媒体开展线上线下互动。
重磅策划了“年味家书随心写”主
题推广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发起，
感召更多的网民（游客）参与，实现
融合传播营销，将“老家河南”品牌
效应最佳化传播。

回老家过大年，体味中原厚重
而鲜活的历史，传承中原博大而精
深的文化，领略中原丰富而多彩的
风光，相信将为您的人生旅途，添
上不一样的风景！

随着春节的临近，精彩的商都民俗庙会活动
又将开启大幕。

1 月 27 日，2015“好想你”春节商都民俗庙会
新闻发布会传来消息，以“春之节、民之乐、逛庙
会、读中国”为主题的春节商都民俗庙会，将于正
月初一至正月十六在金鹭鸵鸟园、龙栖湖蝴蝶岛、
郑州气象科普馆等景区同时举行。庙会期间，主
办方将把文化展演、民俗体验、运动健身、商品展
销、科普活动、书画工艺、公益活动等进行融汇联
动，融合动漫、童玩、才艺、竞技、相亲等时尚互动
元素，为市民打造喜庆祥和的春节大舞台。

本届庙会以社会联动、公益活动、民俗体验等形
式吸引市民参与；以羊年春节吉祥物、主题曲、春姑
娘、百神会、走灯会等文化创新亮点，传承传统民俗
文化。为给市民提供丰富的假日旅游产品，金鹭鸵
鸟园将以“文化中原——风情展演”为主题，龙栖湖
蝴蝶岛景区将以“民俗中原——回家过年”为特色，
郑州气象科普馆将以“欢乐中原——科普嘉年华”为
风格，联合打造郑州春节出游新亮点。 （扶秀丽）

观春色满园 赏灯火阑珊
——省旅游局“体验河之南”主题旅游推广活动启动

吕桓宇

适应新常态
推动三门峡旅游业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商都民俗庙会春节启幕

“早年家王屋早年家王屋，，五别青萝春五别青萝春。。安得还旧山安得还旧山，，
东溪垂钓纶东溪垂钓纶。”。”这是唐代诗人岑参在济源这是唐代诗人岑参在济源青萝河
畔游山赏水时留下的千古绝唱。

正值寒冬季节，在城中,我们看到的是狂风横
卷落叶的迷茫，以及一日日对雪的渴望。但走出
城去，便可得一年之中最为净心最为震撼的美景。

青萝河，是济源市大峪镇一条美丽的河流。
气温降低，使山中的水流从瀑布上方凌虚而下，
飞溅的水花和弥天的水雾在瀑布下方水潭的岩
石和护栏上凝结成壮观的冰挂，似利剑，如帘幕，
凝固了溪水流逝的最美瞬间。 (张莉娜）

济源青萝河:不可言喻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