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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9日，“活力广东·梅州、惠州河南旅游推
介会”在郑州举行。梅州、惠州两市旅游界代表向
郑州近百家旅行社推介了梅州、惠州山水旅游线路
及客家民俗之旅。 郑州市旅游局分别与梅州、惠
州旅游局签署合作协议，郑州市与梅州旅行社负责
人签订了互送游客合作协议。

推介会上，梅州及惠州市旅游局负责人详细
介绍了两市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地理交通及旅游
资源优势，以及客家文化、绿色文化、红色文化、养
生文化、宗教文化等主题旅游线路，并盛情邀请绿
城市民利用节假日前去感受南国风情。随后，“雁
南茶田”、“客天下”等多家旅游景区也介绍了相关
优惠政策。

据悉，郑州与梅州、惠州互为旅游客源地。今
后，三市将进一步加强城市间跨区域旅游合作，通
过互送旅游专列、互相推介线路等方式推动客源
互送，加强旅游经贸合作。 （张莉娜）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我带
着你，你带着钱，咱就去看《大宋·东京
梦华》！

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
华》是由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开封
清明上河园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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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是由八阕经典宋词和一幅《清
明上河图》串联的画面，将北宋印象包
含进去，以唤起一个民族对兴衰的思
考和渴望崛起的激情。通过 70分钟的
诠释和 700多名演员的倾情表演，在醉
人的光影和悦耳的音乐声中，把观众
带进千年前北宋的亭台楼榭、水榭廊
桥之间，展现出一幅北宋王朝鼎盛繁
华的壮丽画卷，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
般的仙境之中。 （李姗）

近日，河南省实验中学一位心理老师的辞职
信爆红网络。“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如此文
艺而又潇洒的辞职理由赢得了众多网友点赞。
五一小长假来临之际，小编带您走进身边的名
山，细数“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的人间胜
景，帮您实现“去外面看看”的愿望。

天坛奇观 天坛极顶不仅是黄帝祭天之所，
在此更可观看到罕见的云海、日出、王母仙灯等
天象奇观。

灵泉神树 王屋山的千年银杏树有“中国植
物活化石”之称，万年不老泉更成为无数情侣心
向往之的爱情见证。

愚公故居 愚公移山的故事家喻户晓，已成
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到愚公居处感受先辈们艰苦
奋斗的不易，体会农耕文明的开拓之功，亦是不
错的选择。

索道风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从天坛顶沿索道徐徐而下，所见之景与徒步
登顶时的风光全然不同，居高临下，俯瞰群山，有
恍入仙境之感。

地质奇岩 王屋山历经亿年的沧桑变迁，形
成了独特的地质地貌，现已申请为世界地质公
园。地质博物馆中摆放的各样地质奇岩，是到访
王屋山不得不看的景观之一。

景区地址：河南·济源·王屋山
景区咨询电话：0391-6733358
景区营销中心：0371-63563731
自驾线路：长济高速转济运高速（邵原方向）

王屋山站下站即到
旅行社电话：18137969633 18037927024

15896698833

群峰叠翠、百花争妍。国家
4A级景区二郎山、灯台架更是姹
紫嫣红、景色迷人。4 月 25 日至
30 日，二郎山将迎来第 12 届槐
花节。

风光旖旎的二郎山和闻名
遐迩的石漫滩水库山水相映，景
区山环水抱,百余处自然、人文景
观如一幅秀美的山水画卷美不

胜收；万亩以上槐树林 4 月下旬
各个山峰、峡谷槐花依次开放，
如珍珠缀满枝头，远望如雪似
云，纯净洁白。槐花节期间，景
区还将举行鸟艺表演、竹筏漂
流、大型民族风情表演、篝火晚
会等活动供游客免费参与，另有
惊喜礼品等你拿。

（杨牧野）

槐花飘香舞钢二郎山

4 月 19 日，持续两天的春雨终于停了下
来，中原大地沉浸在雨后泥土清新的气息中。

当天 16：10，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的国
际出发厅，河南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在这里举行了简短、热烈的郑州至朝鲜包机
首航启动仪式。

晚上 7 点钟，首架旅游包机从新郑机场
起飞，直飞朝鲜首都平壤。这也是中部六省
首次开通对朝鲜的直飞航线。据河南省中国
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占彪介绍，从 4
月 19 日开始，郑州-平壤直飞往返豪华旅游

包机每 5 天发一班，旅程用时 2 小时 20 分。
首批共有 142名游客赴朝旅游，他们将用 5天
的时间去体验朝鲜独特的人文、自然风光。

旅游行程首先是朝鲜第一名山——金
刚山。金刚山按季节享有各种美称：春天的
奇景像纯净透明的金刚石，名为金刚山；夏
季因它与蓬莱相媲美，名为蓬莱山；秋日漫
山红叶如丹，名为枫岳山；冬天奇岩怪石，瘦
骨伶仃，名为皆骨山。

在旅游行程中还包括位于“三八线”上的
冷战活化石——板门店。板门店是朝鲜战争

和朝鲜半岛分裂的见证。1953年 7月 27日，
朝鲜停战协议在这里签字，板门店扬名于世。

此外，游客还将游览世界上最深的平壤地
铁，领略朝鲜首都的风采。古都开城也是朝鲜
另一个魅力城市。这座城市经历了 500多年
的繁荣，近郊所产的高丽人参，驰名国际。

除了欣赏美景外，游客还能品尝到高丽
王公贵族的盛宴“十二铜碗套餐”，高人气的

“朝鲜冷面”，原汁原味的金刚山“海鲜小火
锅”等特色美食。每餐还可以享受到最具朝
鲜民族特色的餐间歌舞表演。全程住宿均

为朝鲜涉外的特级、一级酒店。
郭占彪告诉记者，近年的出境游中，强

制购物是游客投诉最多的问题。但朝鲜游
全程无强制购物，无任何自费项目，旅客只
需在国内交齐团费，便可以轻松出游。

“郑州至平壤直航包机航线的开通，填
补了河南与朝鲜之间没有直飞的历史空白，
为河南旅游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延长了旅游
产品链条，创新了旅游商业模式，河南游客
又多了一条国际旅游线路。”省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如此点评道。

4 月 18 日，天池山景区举行
2015 年开园仪式，并宣布在洛阳
市部分县区逐渐实行天池山全
家福旅游年票。

该家庭型旅游年票（2大人+
1 或 2 小孩），价格为每张 20 元。
本地居民持本人身份证及全家
福照片即可办理，在校学生和长
期在本地工作的外地人员凭学
生证、工作证办理。年票有效期

为一年（星期五、六、日三天，法
定节假日，牡丹文化节，河洛文
化节及森林公园冬季防火闭园
期间年票暂停使用）。持有旅游
年票的市民在有效期内，可以不
限次数到景区参观、游览。与此
同时，天池山对嵩县人民实行分
时段、分区域免票活动，并对历
年来评选的县道德模范之星实
施终身免票。 （张相正）

嵩县天池山开园迎宾

群峰吐翠，百花竞艳，春雨滋润的
愚公故里更显清新亮丽。本周末，济源
市分别举办 2015中国·济源女娲文化旅
游节、大峪美丽乡村文化旅游节，邀约
八方游客赶赴春天的约会。

小沟背·银河峡：
文化游迎来八方游客

4 月 18 日，在济源市小沟背·银河
峡风景区，2015 中国·济源女娲文化旅
游节暨小沟背·银河峡 AAAA 景区揭牌
仪式举行。社会各界人士与来自运城、
晋城、徐州及我省等地的万余名游客齐
聚鳌背山下，公祭娲皇。

济源市副市长刘庆芳说：“本次女
娲文化旅游节的举办，是我市文化旅游
融合发展的有益尝试，也是打造济源黄
金旅游品牌的重要举措。”

小沟背·银河峡景区所在的济源市
邵原镇是中国女娲神话之乡，小沟背也
成为华夏创世神话的原发地。相传，上
古时期，女娲在涉县炼石补天、抟土造

人、别性通婚、肇启文明，被誉为“三皇之
人皇”，并逐渐形成了“造化自然、造福人
类、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女娲文化。

本次活动由中国女娲文化研究基
地、济源市旅游协会主办，活动期间举
办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民间艺术表演
活动、民间祭祀等活动，为小沟背景区
盎然的春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济源大峪：
山村游扮靓魅力东沟

一条宽阔的道路向大峪镇东沟村蜿
蜒而去，两旁花朵飘香四溢。4月 18日，

“联通 4G 杯”美丽山村文化旅游节在大
峪镇东沟村青萝河畔成功启动。

在东沟村，一面“农耕图”墙体彩绘
格外引人注目。山水环抱、农耕桑麻，
一幅饱含诗情的画卷徐徐展开。

据悉，本届美丽山村文化旅游节的
主题口号是“徜徉花海、梦回童年、浪漫
青春、仕隐田园”，主题内容为“渔樵耕
读；缘梦山乡”。“渔樵耕读”是用休闲垂

钓、风光摄影、骑行赏花、诗会征文等现
代文化活动对中国古典生活方式进行
新诠释；“缘梦山乡”则通过花田相亲会
牵情缘、帐篷音乐节谱美梦、山歌争霸
赛响千山、亲子运动会诱乡情等时代特
色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活动，展现新农村
在现代文明熏陶下的变迁。

美丽山村文化节为大峪旅游再添新
活力。活动当天，东沟的客流量突破 1.3
万人次，旅游车辆有 3000多辆。

“景区的设施不仅全面更新
了，而且还添置了很多其他景区
所没有的特色项目，很值得来
看。”近日，位于鲁山县的鲁山印
象·尧山水世界景区，一名来自
郑州的游客说，以前来这里游玩
时，该景区原名叫森海湾景区，
景区易主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
使景区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据介绍，该景区设有奇幻的
“死海漂浮”，狮子、老虎、狗熊等
精彩的动物表演，还有挑战极限
的勇士攀岩、音乐喷泉、古筝演

艺、森林穿越、高空大喇叭，7000
平方米的海啸池，1.5万平方米人
造海浪浴场及高空双项变速水
滑等游乐项目。

“我们以牛郎织女文化、墨
子文化等为素材，精心编排了大
型实景演出剧《墨公战魂》，开业
以后每晚可为广大游客奉上这
一文化大餐。”尧山水世界负责
人贾小仓说，该景区于今年 6月 6
日开业后，将格外突出本地的特
色文化元素。

（陈立首）

鲁山印象·尧山水世界即将开业河南中旅：郑州至朝鲜包机首航起飞
本报记者 吕桓宇

4 月 12 日，云锦温泉酒店项
目产品推介会在许昌举行。本次
会议意在推动许昌市温泉旅游产
业的发展，让更多人了解温泉，了
解泡温泉的好处，把温泉旅游推
向大众，让更多人能享受到大自
然对人类的馈赠。据悉，云锦温

泉酒店拥有不同风格的西班牙风
情温泉池，室内无边际游泳馆，室
内灯光篮球场，康体健身中心，多
功能豪华休息大厅，多功能宴会
大厅，多功能会议厅，豪华包房，
带有泡池的豪华客房等豪华配套
设施。 （杨牧野）

许昌云锦温泉酒店进行产品推介

目 前 ，“中 原 荷 花 博 览 园 ”
2015年被南阳市旅游局列为全市
十大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之一。

近年来，镇平县大力发展特
色生态观光农业，在该县杨营镇
利用贫瘠的低洼地，通过莲、鱼
混养的立体养殖模式，大力发展
莲藕种植业，极大提高了效益。

倾力打造的“中原荷花博览园”
农业旅游项目，拥有观赏莲、香
莲、菜莲 110余个品种共计 15000
余 亩 。 目 前 ，通 过“ 公 司 ＋ 基
地＋农户”的模式，沿 207国道呈
现出“十里花廊、万亩荷塘”的壮
观景象。

（杨晓申 高申力）

镇平打造中原荷花博览园

4月 16日，“体验河之南——
2015 全国百家网络媒体河南行”
暨“中原好山水”旅游联盟成立
仪式在郑州举行。

本次活动由凤凰网河南旅游
频道主办。从4月17日开始，媒体
一行深入洛阳黛眉山景区、焦作青
天河景区、七贤民俗村、新乡南太
行旅游度假区的天界山景区、八里
沟景区和郏县三苏园等，开展为期
五天的“体验河之南”采风活动，他

们将用细腻的文笔和唯美的镜头，
向全球网友展示“心灵故乡·老家
河南”的独特魅力。

仪式上，洛阳黛眉山、焦作
青天河、中国林州太行大峡谷、
尧山—中原大佛和固始西九华
山五家新锐景区联合成立“中原
好山水”旅游联盟，立志抱团做

“大旅游”、打造河南山水旅游品
牌。

（刘妍）

全国百家网络媒体体验河南行

中国名山——王屋山

你了解多少？

梅州惠州共推南国美景

品《大宋·东京梦华》 赴千年文化之约

“醉”美春天 绽放济源

“ 中 原 第
一 瀑 布 群 ，天
然 奇 石 博 物
馆 ”。 西 峡 龙
潭 沟 融 山 秀 、
石奇、水澈、林
茂 、潭 幽 于 一
体 ，是 省 内 生
态旅游的亮点
景区。

HENAN DAILY

《大宋·东京梦华》+时光隧道

春到东沟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图说
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