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377-69921252

西峡龙潭沟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0377-6977899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旅 游
2015年 3月 17日 星期二

HENAN DAILY

12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 28 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总编室 65796302 出版部 65796323 广告部 65796126 发行中心 6592555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 006 号 零售 1.50 元 昨日开印 3：00 印完 6：00

郑州绿博园梅花展已于本周开幕。梅
花怒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梅。不少市
民选择携家人、朋友一同到绿博园亲近大自
然，来场说走就走的赏花游。游客在梅林中
尽情穿梭，嬉戏追逐，好不乐哉。 (宋剑丽）

人间三月芳菲尽，王屋桃花
始盛开。3 月 14 日，王屋山风景
区第八届桃花节盛装开幕。活
动现场，帅哥美女徜徉桃花源，
期待桃花运。

“‘艳’是美丽，‘遇’是遇见，
来王屋山看漫山遍野盛开的桃
花，就是一场‘艳遇’；如果带着
自己的情人一起来，那就更是一
场浪漫的‘艳遇’了。”景区的导
游小郭说。

从王屋山景区愚公塑像漫
步前行，远远的就可以看到对面
桃花山的山坡上漫山遍野的桃
花迎风初绽，嫣然含笑，芬芳吐
蕊，随着暖暖的春风，飘来淡淡
的花香。桃花节将一直延续到
本月 29日，活动期间游客举牌留
念，就可获得价值 40元的索道代
金券 1 张和价值 20 元景区小交
通代金券一张（每天限 30名）。

3 月 21 日（农历二月二），景

区将在天坛极顶举办大型祈福法
会，邀请道家高功为游客祈祥纳
福。活动当天，每一名游客都可
获得景区赠送的祈福红丝带，游
客可以写上自己的祈福心愿，悬
挂在天坛极顶，为家人和朋友祈
福。景区还特别设置了祈福墙，
游客可以在祈福墙上签名留念。

春暖花开，农历二月二，让
我们徒步王屋山，祈福天坛顶。

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艳遇
吗？约吧——

景区咨询电话：
0391-6733358 6733058
郑州办事处电话：
0371-63563731
旅行社电话：
0371-68793966
0371-66251203
0371-60960266
景区地址：济源市王屋山风

景区

3 月 16 日，美丽河南“百佳”
旅游摄影创作基地及摄影作品
评选颁奖活动在郑州举行。

该项活动是“体验河之南”
河南旅游推广活动的一项重要
内容，旨在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工
作要求，打造“心灵故乡 老家河
南”品牌，引导广大游客“发现河
南之美，展示河南之魅”，进一步
推 动 河 南 旅 游 市 场 发 展 。 自
2014 年 4 月组委会开展此项活
动以来，得到了全省各地旅游
局、摄影家协会、旅游景区和广
大旅游摄影爱好者的积极响应，
共收到全省各地推荐报名参选
基地 218 家，参赛摄影作品 2000
余幅。活动期间，组委会还开通
了“河南旅游摄影”微信、微博、
网站等平台，分摄影大赛、行摄

中原、摄影采风行、摄影技巧、摄
影器材、作品欣赏等板块，并组
织摄影家、摄影爱好者、旅游达
人、新闻媒体分别前往部分城市
及景区进行了采风，利用电视、
报纸、网站、杂志等新闻媒体，对
活动进行全方位宣传，从参赛作
品中挑选出部分优秀作品进行
了省内外巡展。

通过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
相结合的评选方式，分别评出

“名胜古迹”“山水风光”“都市美
景”“民俗风情”四类摄影作品
一、二、三等奖，最佳摄影基地 44
处。驻马店、开封、漯河市、淮阳
县旅游局获得最佳组织奖。

本次活动由河南省旅游局、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

《河南旅游新生活》承办。
（刘春香）

春节过后，极具美国太平洋
海岛风情的塞班岛推介团队到
达郑州，诚邀中原游客。

据介绍，中原游客赴塞班旅
游，要经北京直飞美国塞班。直
飞航线将于 4 月调整到每周 3
班，5 小时直飞美国塞班的畅快
旅行，加上中国公民免签证的通
关便捷性，丰富多彩的美国太平
洋海岛风情梦想将轻松实现。

2014年，前往美国塞班的中
国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7%，达到 14 万人次，超过临近
的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北京直
飞塞班航线开通以来，得到了旅
游爱好者的大力热捧，上座率居

高不下，辐射范围也早已覆盖到
华北和东北区域。

据长期经营塞班包机业务的
世纪旅游集团负责人介绍，塞班
是唯一可享受免签的美国旅游目
的地，这里拥有结合美国、查莫洛
人及卡罗莱纳州人的丰富多元文
化，拥有国际顶级的原始银白沙
滩、美丽的海岛风光和丰富的大
自然冒险娱乐活动。除此以外，
塞班还是世界公认的潜水胜地、
风景秀丽的跨海洞高尔夫球场和
品种丰富的世界美食。岛上的
DFS全球免税店也汇集了众多世
界顶级奢侈品牌，吸引越来越多
中国游客光顾。 （安信）

3月 15日，巩义青龙山慈云寺风景区“桃
花节”正式拉开帷幕。广大游客不仅欣赏到
桃花盛开的美景，还品尝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拜花神”传统文化大餐。
青龙山下，慈云寺前，桃花盛放，分外妖

娆。在数百名游客的见证下，十几位身着汉
服的女子，对桃树进行拜花神活动。

据了解，青龙山桃花节本月底闭幕。除
了赏桃花外，景区还准备了近千株桃树苗让
游客认领栽植，以留下美好的纪念，增添休
闲的乐趣。 （伟峰）

走进青龙山 相约桃花节

三月的洛阳重渡沟，百花芬芳，花香暗
涌。小溪边、飞瀑下、绿草中，但凡入眼处皆
为绚烂色彩。阳春时节，山青花妩媚，水碧
染缤纷，山花烂漫聆听醒冬和踏春的意味随
之而来。在春天到大自然中畅游踏青，是一
件有趣又令人胸怀开阔的快事。 （杨建兵）

春日重渡沟 赏花踏歌行

近日，位于淇县县城西五公里处的朝
阳山上，百亩杏花林含苞待放，馨香宜人。
漫山遍野的杏花粉白相间，花蕾俏立枝头，
千娇百媚，与绿油油的麦苗，构成了朝阳山
景区美丽的图画，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
象。 （张小燕）

郑州绿博园 梅花香满园

杏林飞舞处 淇县朝阳山

王屋山桃花节盛装开幕
帅哥和美女期待桃花运

透过百变镜头 展现美丽河南
——美丽河南“百佳”摄影创作基地及摄影作品评选揭晓

秋沟三月春意闹，满树桃
花尽妖娆。3 月 15 日，新乡南太
行秋沟山桃花节正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今年的山桃花节活
动形式别出心裁，内容丰富多
彩。3月 21日-22日将会有桃枝
纳福开幕式、桃花树下桃花仙、
桃花仙子送礼物、桃花谷里桃花
茶宴、春风拂面桃花笑等系列活
动等着您来参与。另外现场还
将举办“春风拂面桃花笑”微信

点赞活动。在景区选取 3 个特
色的景点，将 9 张图片发到微信
朋友圈，10 人转发或集赞 30 个
送南太行天界山门票 1 张，15 人
转发（截图）或集赞 50 个送南太
行万仙山景区门票 1张。

桃花节期间，游客可以享受
票价优惠：散客关注南太行微信
公众平台并转发活动内容，在景
区售票窗口验证后享受 30元/人
优惠价（原价 50元）。 （杨牧野）

2015版《大宋·东京梦华》3月20日首演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开演

3 月 12 日，《禅宗少林·音乐
大典》2015年度演出拉开帷幕。

首日演出共接待游客 5803
人，创历史新高。由于游客较
多，所有观演区均加座待客并加
演一场。

停演期间，《禅 宗 少 林·音

乐大典》对景区环境、舞美设备、
演出效果等进行了优化，并在《禅
宗少林·照见山居》禅修酒店免费
推出早课、抄经、禅茶、香道、禅武
等 20 余项禅修项目。 今年会为
游客提供听、看、学、悟全身心的
禅武文化体验。 （毛荣军）

“来孟津耍吧！”一句接地气的旅游宣传
口号，带火了洛阳北线旅游。春节前后，随着

“2015 孟津草莓嘉年华”民间节会系列主题活
动持续开展，省内外大量游客慕名前往，让孟
津县观光农业休闲游再掀高潮。

在洛阳市建设中原经济区文化示范区的
进程中，孟津县持续推进“旅游兴县”战略，进
一步挖掘旅游资源潜质，短平快的乡村旅游
迅速成为孟津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点。
同时，孟津县围绕项目建设、品牌营销、农旅
融合、文旅融合等方面，全面提升旅游核心竞
争力和吸引力。

小草莓引爆农业休闲游

“草莓熟了，来孟津耍吧！”这是孟津朋友
近期的问候语。

3 月 11 日，记者来到孟津，漫步于乡间小
路。在深邃的碧空下，如黛的远山、满目的果
蔬大棚、宁静的乡村木屋、川流的车辆和八方
游客的笑脸共同绘就了一幅绝美田园画卷。
走进十里香草莓园、洋丰观光园、洛建观光
园、丰博草莓园、一品香草莓园等果蔬采摘基
地，那红艳艳的草莓、新鲜欲滴的水果椒、修
长的茄子，真的让记者陶醉了。

乡村休闲观光游赢得了越来越多游客的
青睐，双休日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万人。目
前，孟津正构建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产业带，打
造出春天满园花、夏天满山绿、秋天满坡果、
冬天满棚菜的田园美景。

“来孟津耍吧！”已经成为孟津旅游的品
牌。趁着这股“耍”的势头，继“孟津草莓嘉年
华”之后，漫步花海嘉年华、瓜果飘香嘉年华、
春华秋实嘉年华将陆续登场，让孟津乡村游
季季有亮点，月月有看点。

大项目支撑旅游转型升级

孟津旅游再次发力，目前正在洽谈的黄
河漂流项目，有望今年夏天给游客带来亲近
母亲河的别样感受。

项目建设为孟津旅游插上了奋飞的双
翼，孟津正以项目带动为抓手，推动旅游产业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卫坡古民居是豫西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
清民居。“中国传统村落暨美好乡村”项目的
落地实施，既是对明清古民居村落文化旅游
资源的保护，又是对民俗、历史、乡土文化独
特性的充分展现。塞拉维文化旅游创意园
区、古渡口生态园、小浪底体育休闲苑、承大

山庄房车自驾游露营基地等一批重点旅游项
目全面展开，将对孟津旅游业发展起到战略
支撑和引领带动作用。与此同时，孟津力争
用 3 年至 8 年的时间，提升西霞院风景区、汉
光武帝陵、龙马负图寺、王铎故居等文化旅游
景区（点），助力都市文化休闲旅游示范区。

巧营销展现魅力孟津

“ 来 孟 津 耍 吧 ”重 磅 来 袭 —— 平 面 媒
体上相关主题宣传不断，楼宇电视里的“方
言版”声声入耳，微信朋友圈也被这句话刷
屏……巧营销展现了孟津的魅力，其旅游的
知名度也越“耍”越响亮。

草莓嘉年华活动期间，宝贝摄影大赛、寻
找草莓皇后、果蔬插花展等引来了南来北往
客。舞狮、锣鼓、魔术、杂技等民俗演出，让百
姓乐不思归。

节会活动也催热了旅游市场。小浪底观
瀑节引来游人如潮。梨花节、红叶碧桃文化
节、樱桃采摘节、红提采摘节等，催生了洛阳
近郊休闲游的新亮点。

莫道山乡远，孟津惹人恋。来孟津耍吧，
这里灿烂的文化和旖旎的山水正在被越来越
多的中外游客所瞩目。

莫道山乡远 孟津惹人恋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赵赞扬

2015 版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
京梦华》，经过一个冬季精心修编、紧张排
练后，将于 3 月 20 日在开封清明上河园震
撼首演。

《大宋·东京梦华》是由清明上河园景

区打造，由著名导演梅帅元精心策划的一
大力作，整个演出运用大量科技手段，制
造出梦幻的效果，把人们的记忆拉向 1000
多年前的那个辉煌朝代。

从 2008年公演以来，《大宋·东京梦华》

现已成为中国实景演艺的一支生力军。多
首经典宋词和一幅《清明上河图》串联的画
面，将精心选择的北宋印象包含进去，唤起
一个民族对兴衰的思考和渴望崛起的激
情。全剧共分六幕四场，分别为《虞美人》、

《醉东风》、《青玉案》、《蝶恋花》、《雨霖铃》、
《齐天乐》、《少年游》、《破阵子》、《满江红》、
《水调歌头》。通过 70分钟的诠释和 700多
名演员的倾情表演，展现出北宋王朝鼎盛繁
华的壮丽画卷。

为了满足游客观看的需求，景区将工
作灯光、座椅、音响等硬件设施进行了全新
更换，把“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
感受显现得淋漓尽致。 （李姗)

新乡南太行 秋沟桃花开

美国塞班岛 诚邀中原客

春天是一个诗情画意的季节，沿
着花丛赏花踏青，应该是一大幸事吧。

◀

◀

◀

◀

果蔬采摘，深受都市游客青睐

《《大宋大宋··东京梦华东京梦华》》实景演出画面如醉如幻实景演出画面如醉如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