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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寺山燃灯古寺庙会 济源济渎庙会 内乡县衙鲁山温泉

青龙山慈云寺第二届桃花节将于 3月 15日开启，
此次桃花节活动将持续到 3 月 30 日，为期 16 天。开
幕式当天，景区将举行拜花神仪式，和广大游客一起
着汉服、行古礼，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古代祭祀活
动。21 日、22 日景区还将陆续推出“山桃树前许愿、
慈云佛前祈福”、“桃花仙子来奏乐”、“桃花源里你我
他”等系列活动。同时，桃花节期间，景区还将为游客
送出优惠大礼包，门票执行半价优惠。 （赵秀琴）

淅川：假日旅游市场火
春节假日旅游，淅川县旅游市场呈现出了火爆热

烈的喜人局面，全县累计接待各地游客 21万多人次，
实现综合收入 1.2 亿余元。该县推出的探渠首、游丹
江、赏溶洞、祭商圣、朝古寺、探幽谷等活动，满足了游
客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渠首源头游持续高涨，渠首—
丹江小三峡—香严寺—坐禅谷已成为省内外及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沿线城市旅游市场的热点线路。（冷新星）

好一个好戏连台、民俗荟萃的
新春大舞台；好一个精彩纷呈、高潮
迭起的百姓狂欢节！3 月 2 日晚，以

“逛千年庙会、赏中原民俗、感春节
文化、享旅游盛宴”为主题的第七届
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拉开帷幕。

在浚县正月古庙会第十二届中
国民间山花奖社火大赛上，两只雄
狮凌空而起，飞跃劲舞。河南省副
省长张广智和鹤壁市委书记魏小东
共同为狮子点睛。

鹤壁市市长范修芳说，今年的
民俗文化节既为群众营造喜庆、欢
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同时借文化
活动搭台、唱经贸活动大戏，将更
好地加快鹤壁的生态活力幸福之
城建设进程，迈出率先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新步伐。

《黎阳欢歌》唱民俗

“又见太行飞翠柳，又见淇水漾
碧波……”3月 2日，伴随着震天的开
场锣鼓，大型民俗文艺演出《黎阳欢

歌》拉开了本届民俗文化节的序幕。
《黎阳欢歌》以“大黎阳，百姓欢

歌；新鹤壁，盛世华章”为主题，综
合运用民俗、音乐、舞蹈、情景表演
等艺术形式,配合电、光、声等舞台
效 果 ，向 观 众 展 现 出 一 个 文 化 厚
重、山河秀美、风清气正、环境优美
的新鹤壁形象。序幕《盛世欢腾》
之后，《黎阳古韵》、《黄土情韵》篇
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鹤壁段及
浚县泥咕咕等为创作素材，再现了
古老文明；《大美鹤壁》篇演绎了全
新的鹤壁发展成果；尾声《黎阳欢
歌》篇 通 过 各 类 民 间 春 节 喜 庆 活
动，寄托了鹤壁人民的美丽憧憬。

看完演出，参会的中国国旅集
团 副 总 经 理 于 宁 宁 等 嘉 宾 直 呼 ：

“精彩！”

旅游推介扬美名

3 月 2 日召开的鹤壁市旅游推介
会是民俗文化节的重要内容之一，推
介会播放了鹤壁市旅游宣传片，淇县、

浚县、淇滨新区、山城区、鹤山区就各
自的景区和景点进行了宣传推介。这
里丰富的旅游资源及灿烂的文化倾倒
了来自我省及上海、江苏、河北、山东
等省市的旅行社代表。

据悉，鹤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确定以“全域
策划、总体提升、规划引领、远近结
合、创新机制、打造品牌”为原则，以
打造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河南一
流、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南太
行及周边地区旅游集散地为目标，
努力将鹤壁建设成为独具特色的山
水之城、文化之城、生态之城、娱乐
之城。

鹤壁市副市长高雅玲表示，真
诚希望来宾以民俗文化节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与鹤壁文化旅游界的交
流和合作。

浚县庙会乐游人

在浚县正月古庙会，游客在欢
乐祥和、年味儿十足的气氛中感受

深厚的民俗文化。
中国 (鹤壁 )民俗文化节俗称浚

县 正 月 古 庙 会 ，至 今 已 有 1600 多
年历史，为华北四大庙会之一。在
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的一个月时
间里，晋、冀、鲁、豫、皖等地游客争
相前来，高峰时期日客流量多达 50
多万人。

记者在庙会现场看到，大伾山、
浮丘山挤满了游人。民间社火表演
开始了，雄狮打头，扭秧歌、踩高跷、
划旱船、背阁、舞龙等大出风头。庙
会上，民间工艺品布老虎、泥人、风
车、剪纸作品、字画及工艺品看得人
眼花缭乱。还有那石子儿馍、饸饹
面、豆腐皮、花生米、梨膏糖等民间
小吃让人流连忘返……这原汁原
味、古色古香的民俗文化节成了真
正的民俗大舞台、百姓的狂欢节。

风至鹤城鸣筝鼓，春归黎阳舞
社火。本届民俗文化节更具民俗味
儿的内容、更加人性化的服务、更激
烈的赛事值得您来！

风至鹤城鸣筝鼓 春归黎阳舞社火
——第七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举行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李琳婕

三八节就要到了，我省的各大
旅游景区纷纷推出不同程度的优惠
活动，快看看有没有自己想去的景
区，快点约起来，徜徉在三月的美好
时光吧。

■焦作云台山景区：
活动日期：3月 1日至 15日
优惠内容：女士免票，男士半票

75元
备注：交通车60元/人（必须消费）

■焦作青天河景区：
活动日期：3月 1日至 3月 15日
优惠内容：女士免票、男士 40元
备注：船票 80元/人（往返）

■焦作神农山景区：
活动日期：3月 7日、8日
优惠内容：女士免票、男士 30元

■新乡八里沟景区：
活动日期：3月 7日、8日
优惠内容：女士免票、男士 40元

■新乡关山景区：
活动日期：3月 7日、8日
优惠内容：女士免票、男士 10元

■洛阳老君山景区：
活动日期：3月 7日、8日
优惠内容：女士免票、男士免票
备注：索道 80元/人（往返）

■洛阳重渡沟景区：
活动日期：3月 7日、8日
优惠内容：女士免票、男士 40元

■洛阳龙潭峡景区：
活动日期：3月 8日
优惠内容：女士免票、男士 35元

■西峡龙潭沟景区：
活动时间：3月 8日
优惠内容：3 月 8 日当天出生的

游客及获得县（市）级以上“三八红
旗手”、“女劳模”免票进入龙潭沟和
五道石童；有男士陪同的女士免五道
石童景区门票；其他女士门票 5折。

■济源王屋山景区：
活动时间：3月 6日至 3月 8日
优惠内容：所有女士免门票

■济源五龙口景区：
活动时间：3月 6日至 3月 8日
优惠内容：所有女士免门票

■济源济渎庙、九里沟、小沟背景区：
活动时间：3月 8日
优惠内容：所有女士免门票

■济源黄河三峡景区：
活动时间：3月 5日至 3月 8日
优惠内容：所有女性游客及陪

同的男性游客免门票

■许昌花溪温泉度假区：
活动时间：3月 8日
优惠内容：入住（中州酒店、温

泉客房）的女士，可享受客房 3.8 折
优惠；泡温泉的女士宾客皆可享受
温泉门票 5 折优惠；3 月 8 日当天生
日的女士，可免费泡温泉。

■巩义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
活动日期：3 月 8 日
优惠内容：曾获得县（市）级以上

“三八红旗手”、“女劳模”，凭获奖证
书和本人身份证在三八节当天免
票。所有女性享受康百万庄园与杜
甫故里门票 5折的优惠政策。凡 3月
8 日出生的女士以及结婚的夫妇，在
当天凭相关证件则可免费游览。

■淇县景区：
活动时间：3月 8日
优惠内容：云梦山景区所有游

客都可享受 20 元/人的优惠价格。
淇县朝阳山，所有游客享受 10 元/
人的优惠价。

■鲁山景区：
活动时间：3月 8日
优惠内容：尧山大佛景区女士

当天门票半价；画眉谷、好运谷、龙
潭峡景区当天女士免费,男士半价；
皇姑浴温泉度假区，当天生日的女
士免费泡温泉。

正月里春风摇曳 女人节山水“惠”动

清明上河园：
宋风宋韵醉游人

羊年春节，清明上河园游人如织，
众多省内外游客欢欢喜喜不远千里来
到清明上河园过大年。

景区本着“三快一慢”(泊车快、购票
快、入园快、游园慢)的服务原则，全体动
员、高度重视、充分准备、明确责任、配
合紧密、措施到位，以优美的环境、优良
的秩序、温暖的服务使八方游客充分体
验到游园的乐趣和假日的欢乐。

景区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并且在
原有节目的基础上，新增加了 30多场民
俗演出，舞龙、舞狮、肘阁、小豫剧……
以及每天两场民俗队伍大巡游。节目
眼花缭乱。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也是古代人的
狂欢节。清明上河园作为国家文化产
业示范基地，感知历史，传承文化，元
宵民俗狂欢夜，为大家提供一道唯美大
餐。

农历正月十五、十六两天，参加清
明上河园农历民俗狂欢夜的游客，下午
两点钟可持 60元/人的活动票提前进清
明上河园，观灯展、放河灯、猜灯谜、赢
大奖。 （李姗）

西峡寺山：
传统庙会年味足

穿汉服逛汉代集市、体验财神迎
宾、接受布袋和尚送福、观赏狮王争霸
赛，2015 年羊年春灯节，西峡寺山燃灯
古寺庙会让游客穿越千年汉朝，体验到
浓浓的年节民俗。

羊年新春，西峡寺山燃灯古寺庙会
以再现汉朝民俗为主和结合民间佛教
故 事 ，突 出 吉 祥 喜 庆 祝 福 的“ 年 节
味”。庙会从农历大年初一开始至农
历 正 月 十 六 结 束 。 其 间 推 出 财 神 迎
宾、布袋和尚送福、济公戏嫦娥等小型
实景演出；在景区开设汉代民间集市，
集市上秧歌、锣鼓、斗鸡等各种民间艺
术大荟萃，还推出抛绣球招亲，还原古
代婚礼现场。元宵节，庙会上还将推出
狮王争霸、猜灯谜、锣鼓旱船等传统文
化活动。 (李晋)

内乡县衙：
精彩节目闹元宵

为宏扬传统习俗文化，正月十六免
费推出《正月十六看太太》节目，再现知
县亲民、与民同乐的场景；另有“舞龙舞
狮”节目推出。正月十七、十八，定时
免费推出《宣讲圣谕》、《鼓乐迎宾》、

《三院禁约碑揭碑仪式》、《官民同乐》、
《知县审案》、《品茶听戏》等节目。节
日期间，每天推出“摇辘打水”、“推盘
碾磨”、“格格织布”、“南阳烙画”、“捏
泥人”等十余项游客互动项目，以丰富
多样、精彩的演艺节目和互动项目，热
热闹闹闹元宵。 （朱天玉）

禹州市：欢乐祥和过新春
禹州市春节假日旅游市场欢乐祥和、繁荣有序。

假日七天，全市共接待旅游者约 35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 3140万元。

春节期间，大鸿寨冰雪旅游异常火爆，大鸿寨景
区利用自身资源，广泛开展集健身、参与、游乐为一体
的综合性冰雪活动，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从大年
初一到初六，接待游客量逐步攀高，接待游客人数突
破 7万人次，接待省内外旅游团队 19个。景区现已成
为许昌地区最有影响的冬季旅游品牌。

神垕古镇丰富的钧瓷旅游资源，特别受到省内外
游客的喜爱，黄金周期间每天都吸引了大批来自省内
外的游客赏玩购买。同时钧官窑遗址博物馆以“喜羊
羊钧瓷作品展”为羊年庆贺，为禹州旅游市场注入了
新的活力，每天都接待游客满满。 （杨牧野）

郑州：279万人次乐游绿城
春节长假期间，郑州市共接待游客279.1万人次，同

比增长13.5%；实现旅游收入16.2亿元，同比增长16.6%。
其间，郑州市 13 家重点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46.85万人次，门票收入 1953.22万元，其中，嵩山少林
景区接待游客 13.37万人次，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接
待游客 1.53 万人次。假日期间，众多景区纷纷推出
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金鹭鸵鸟园、蝴蝶岛、郑州气
象科普馆联合举办“商都民俗庙会”，以文化展演、
民间工艺、趣味竞技、科普活动等烘托主题。金鹭
鸵鸟园举办十二生肖展、吃农家长桌宴等活动，共
接待游客 3.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5%；蝴蝶岛突出

“民俗中原——回家过年”，推出“福禄寿”送福、乡村
民俗体验等活动，郑州气象科普馆为群众送上了“欢
乐中原——科普嘉年华”。春节期间，近郊游、自驾游
成旅游主体，康体健身、休闲放松游为市民首选。短
线自驾游比重占全市接待总量 75%以上，亲朋好友结
伴出游者占 90%以上。 （陈迎军）

济源：春节吸金 5535万元
春节期间,济源市旅游市场人气旺、势头好，旅游

经济稳定增长。2 月 18 日至 24 日，全市共接待游客
41.4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实现旅游收入 5535 万
元，同比增长 28%；王屋山、五龙口、小浪底、小沟背等
景区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显著增长。

庙会、民俗，浓浓年味。济渎庙会精彩上演，戏曲
大舞台、游戏嘉年华等吃喝玩乐点应有尽有。王屋山

“民俗节”上的划旱船、舞狮子、踩高跷让游客乐翻了
天。五龙口“猕猴王国”联欢会等引爆“亲子游”市场。
小浪底景区推出观鸟、赏梅等活动，受到游客热捧。

滑雪、泡汤，别致体验。王屋山滑雪场让游客乐
此不疲，五龙口温泉度假村、亚飞温泉酒店入住率达
到 100%，城市游泳馆里的游客剧增。

自助、自由，随心出行。春节期间，济源市选择出
行旅游过年的人大幅增加，出行方式以网络预订、自
助出行为主，出行目的地更加多元化。

文明、有序，和谐醉人。春节期间，济源市 12301
旅游热线咨询电话很“热”，而旅游投诉电话却很

“冷”。人头攒动的济渎庙会、人猴同乐的“猕猴王
国”、“一位难求”的景区停车场、排队购票的索道电
梯……处处可以感受到文明的气息。 （卫艳萍）

淇县：旅游收入创新高
春节旅游黄金周期间，淇县云梦山、朝阳山、摘星

台景区节日活动丰富，游览环境舒适，吸引了众多省
内外游客，旅游人数和经济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18.9%、23.3%，再创历史新高。

春节假期，朝歌文化中的民俗、美食、节庆等成为
广大游客的关注点。举家出行的游客明显增多，家庭
游、自驾游已成为新时尚。 （张小燕）

清明上河园宋风宋韵醉游人

青龙山慈云寺桃花节下周开幕

春节的脚步渐行渐远，元宵节如期而至。人们在团圆的同时，仍然不忘流连于青山绿水之间，为新的一年清肺洗尘。
还有这么一天，阳光、微风、春天的气息，都为女子而盛放。是的，三八女人节就要来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穿上美丽的衣衫，带上

亲爱的家人，跑向春天的大地、远处的高山……

民间社火表演背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