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 游旅图

6月 6日，升级改造的印象·尧山水世界景区将掀开盖头。
印象·尧山水世界原名森海湾，景区易主后投入巨资，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新增梦幻的“死海漂浮”、勇士攀岩、音乐喷

泉、海啸冲浪、空中飞人等项目，让你尽享别样的水上乐趣。晚上，大型实景演出《墨公战魂》的推出，将给游客带来一场精
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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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二七区：给樱桃“选美”

5 月 26 日，2015 郑州二七
“樱桃选美”大赛在樱桃沟景区
举办，数十家大樱桃种植户参
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由二七区文化旅游
局、二七区科技局、二七区农委、
二七区樱桃沟景区管委会等主
办，比赛分“樱桃我最大”、“樱桃我
最甜”、“樱桃我最美”三个单项进
行，经过激烈角逐，种植户周彦

祥、王留献、郭瑞军分获“樱桃我
最大”前三名；种植户张新领、郭
瑞军分获“樱桃我最甜”、“樱桃我
最美”评选一等奖。

本次樱桃选美大赛，在二七
区樱桃种植历史上尚属首次，通
过比赛，进一步提升了樱桃沟樱
桃的品牌、品质和品位，增强了广
大果农以精细化、标准化模式种
植樱桃的积极性。 （培华）

5 月 23 日，洛阳老君山举办万人养生宴，来
自陕西的 6000 名游客在老子像下共同享用了最
具有栾川地域特色的“八大碗”。800 张桌子、
6000人同时用餐在国内非常罕见。“八大碗”在
栾川家喻户晓，是迄今保留下来的历史最久远的
特色菜系之一。 （周向毅）

5 月 17 日，孟津“漫步花海”嘉年华再掀高
潮，瀍源玫瑰观赏节在孟津县横水镇会瀍村启
动。活动当天，周边市民蜂拥而至，为闻花香、拍
美图、尝特产而不亦乐乎。来自俄罗斯的帅哥和
靓妹也沉醉在迷人花海中。 （闫崇伟）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
就没童话。”每个人心中都怀有一份童真，这
个六一，到开封清明上河园，毫无顾忌的实
现儿时愿望，重温那些童年美梦吧！

虹桥下，可以体验推独轮车、挑柴等
百姓生活，也可以着宋装游街市、过把穿
越瘾，重温童年记忆。

上善门下，可以感受坐轿子、骑骆驼、
羊拉车等市井风情；或是站在平桥两侧，
观赏汴河里的锦鲤畅游。

街市上，不时可见歌妓骑着毛驴从身
旁走过，还有那逗趣的小乞丐蹦出的两句
快板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等。

大型宋代游乐场所“趣园”，这里还原
了宋代最流行、最火爆、最能消磨时光的
各种玩具、游戏、娱乐方式，还可以尽情荡
秋千，以及玩转知难而进、进退两难、平衡
竞标等娱乐设施。

在“十字街码头”，您可以登上大宋古
船，在身着宋装的艄公和纤夫的带领下，

沿 3800 米长的汴河，体验北宋水城的魅
力，尽情欣赏两岸秀美的风光。

不仅如此，景区还有清凉一夏的鬼谷
探险漂流、尖叫刺激的大宋惊悚屋、大宋
游艺等宋代游乐项目，让您全方位的感知
大宋民俗风情。

置身宋文化主题公园，放飞别样的童
年梦想，这个六一，不管是您，还是与您可
爱的“小盆友”一起，清明上河园约起来。

(吕桓宇 李珊)

近日，淅川县境内发现了一
处罕见的自然奇观——天坑群，
众多天坑散落在山顶，景象十分
壮观。有关专家称，这一天坑群
分布之集中、面积之大及其地质
地貌之独特实属罕见。

据了解，该天坑群位于大石
桥乡西北部陡岭村的棋盘山上，
周围与寺湾、毛堂两个乡镇相
连。顺着山脊走向，在东西 5公
里、南北 4 公里区域内，逶迤延

伸，连绵 20多平方公里。天坑群
由 9个大小不等的天坑组成，总
面积约 12000平方米。平面形态
大多呈椭圆形，少数呈圆形。

专家介绍，此天坑群除具有
分布密度大、形态各异、呈串珠
状分布等特点。同时，天坑还与
周围的洞穴、地下河、奇峰怪石、
古山寨等旅游资源共存一体，具
有 极 大 的 旅 游 开 发 和 科 考 价
值。 （冷新星）

一曲高山流水，成就了伯牙
子期千古知音。本着“承华夏文
明、享繁荣盛世、推传世艺术、促
多方共赢”的文化宗旨，5 月 23
日，由集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
队长、龙鸣集团古琴顾问、中国
古琴学会理事等众多头衔于一
身的罗苏理发起的“河南省古琴
研究会”正式成立。

会上，参会人员共同表决通
过了《河南省古琴研究会章程》，
并表决通过研究会理事、常务理

事、秘书长等相关人选。现场演
奏了《流水》、《平沙落雁》等古琴名
曲。 据悉，此次全程支持参与河
南省古琴研究会成立大会的龙
鸣集团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
统文化的发掘、研究、传承和传
播，目前正在发力文化地产项
目，其相关文化产业园项目已进
入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而在未
来的道路上，联姻古乐演奏、打
造文化地产，将成为龙鸣集团
的一张王牌。 （陈景彪）

“这里的空气太好了，我觉
得要醉氧了！”5月 20日，我省知
名媒体机构及各大旅行商代表
相约中原仙境——龙峪湾森林
旅游度假区，寻求一场与大自
然的浪漫邂逅。

龙峪湾位于栾川县境内，
著名作家李準赞誉其“秀压五
岳，奇冠三山”。在这里你可感
受水之韵，九曲碧水潭瀑相连，
碧水环绕；可体味峰之奇，中原

第一峰鸡角尖云雾缭绕，九珠
峰蔚为壮观。目前，龙峪湾的
山地自行车道将自然山水与休
闲运动完美结合，已经开通的
龙峪湾低空旅游又圆了游客的
飞天梦想，俯瞰众山心情激荡。

据悉，龙峪湾正投资 15 亿
元全面升级改造，力争打造成
为集旅游观光、森林养生、休闲
度假、山地运动等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型风景区。 （王朝辉）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安阳，这座以殷
商文化名扬天下的都市，天生就是一座会飞
的城市。

5 月 25 日，第七届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
绽放安阳。这不仅是一场航空运动的盛宴，也
是一次文化旅游的盛会。在本次节会中，中原
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研讨会、中原经济区城市
旅游联盟年会、旅游产品推介会等亮点频现，
使与会嘉宾不住赞叹：古都安阳，“飞”常精彩。

中原经济区 再话乡村游

作为本届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的主要内
容之一，2015 中原经济区乡村旅游发展研讨
会的召开，吸引了来自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
联盟 34 市主管旅游的市长、旅游局长、省内
典型乡村旅游的负责人等，台湾休闲农业发
展协会和休闲农业企业代表出席会议并与参
会代表分享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事例。

近年来，我省积极实施“百村万户”旅游
富民工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洛阳栾川县、
焦作岸上村、信阳郝堂村等已成为远近闻名
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此次研讨会探讨了发展
乡村旅游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将进一步促进
中原经济区的乡村旅游发展。

会上，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李明德，省政府参事郑泰森，台湾休闲农业发
展协会秘书长游文宏等就乡村旅游进行了精
彩演讲。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盟 34市代表
共同签署《中原经济区乡村旅游宣言》。

中原一家亲 共促大旅游

在旅游大融合的时代，“中原一家亲、抱
团谋发展”的旅游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当天下午，2015 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
盟年会在本联盟轮值主席城市安阳举行。

本次会议由联盟秘书长单位、郑州市旅游

局局长张杰锋主持，联盟表决通过安阳市旅游
局局长史景山所作的联盟工作报告，并选举驻
马店市成为新一届联盟轮值主席单位。安阳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曼如代表安阳市将联盟会
旗移交到驻马店市副市长李国胜手中，标志着
联盟年会又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盟由河南省旅游
局于 2011年 10月发起成立，联盟秘书处常设
郑州，目前入盟城市达 34 个，涉及安徽、河
南、山西等 8 个省。自成立以来，各联盟成员
围绕区域内旅游品牌共建、产品互推、客源互
送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取得了诸多实效。

旅游推介会 沙画来添彩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以本次活动为平台，安阳市旅游局开展了一
场创意新颖、内容丰富的旅游产品推介会，丰
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秀美的山水风光让与会

代表纷纷称赞。特别是一段精彩沙画表演把
推介会推向了高潮。

记者在现场看到，沙画表演者在胶硬板
上轻舞双手，板上的沙子好像被施了魔法，随
着双手舞动，大屏幕变幻着不同的图案，殷
墟、周易、岳飞、林虑山等安阳旅游元素逐一
呈现，一幅文化、历史、山水交相辉映的绝美
画卷徐徐展开。

“安阳旅游推介会创意新颖独特，沙画
艺术美轮美奂，促使我一定要‘走进古都品文
化、休闲度假游安阳’。”与会嘉宾赞不绝口。

此外，安阳携手腾讯全面助力安阳航空
运动旅游节。在腾讯 QQ 惠旅游线上资源，林
州大峡谷、红旗渠、殷墟、天平山等十几家景
区等旅游相关企业组团,向全国 8000 万 QQ 会
员推送航节旅游信息，并发放景区价值 10 多
万元的免费门票或特惠门票。

安阳旅游，“飞”常精彩，值得期待！

安阳旅游 “飞”常精彩
本报记者 张莉娜

5月19日是第5个“中国旅游日”，为大
力推进郑州全域旅游发展，广泛宣传旅游惠
民措施，大力倡导文明旅游和诚信经营，郑
州市在中牟举行全域旅游工作现场观摩推
进会暨“中国旅游日”（郑州）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由郑州市政府主办，郑州市
旅游局、中牟县政府承办。来自各县（市）
区旅游部门及 30 多家景区、100 多家旅行
社的 200 多名与会代表，先后来到郑州方
特欢乐世界、中牟·国家农业公园实地考
察，现场观摩中牟县全域旅游发展情况。
该县以绿博文化产业园区为核心，围绕汽

车产业、都市生态农业、新型城镇化建设，
着力打造汽车产业旅游、现代农业休闲
游、休闲度假游等新型业态。

据悉，自去年 12月郑州市加快全域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之后，全市按照“一统
三大三层次”发展思路，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生态旅游、研学旅
游、养生旅游、商贸旅游、工业旅游和慈善旅
游等新型旅游业态，构造全域旅游产业，分
层打造世界级旅游品牌、国内优质旅游品牌
和区域知名休闲旅游品牌，着力把郑州打造
成世界旅游城市、国内一流旅游目的地。郑

州市旅游局迅速启动了全域旅游提升规划
编制工作，成立九大新兴旅游业态推进工作
组，快速推进智慧旅游建设、旅游交通标示
牌设置等工程。荥阳、新密、登封、金水、二
七等县（市）区开展调研座谈，梳理全域旅游
发展思路，中牟开始着手编制全域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

现场观摩结束后，在“中国旅游日”
（郑州）主题活动启动仪式上，旅行社代表
发出旅游企业诚信经营倡议；市民代表倡
议广大游客从自身做起，争做文明游客。

（张莉娜 陈迎军）

5月 20日，洛阳天池山管理
局专程到毛主席的故乡，与韶
山相关旅游单位洽谈旅游合作
并成立“韶山红色文化旅游联
盟”。

韶山是毛主席的出生地，洛
阳天池山景区有伟人卧像和公
心峰，韶山和天池山杜鹃岭都盛
产红杜鹃。近年来，天池山以伟
人卧像、公心峰为载体的红色旅
游得到社会广泛认知。双方协
议决定：韶山滴水洞景区游客

持门票到洛阳天池山景区购票
享受 3折优惠，韶山村居民及所
辖景区游客持有效票证到天池
山景区免门票入园；洛阳天池
山景区游客持门票到滴水洞景
区可享受 6折购票，嵩县居民持
身份证、天池山景区游客持门
票到毛泽东纪念园及所辖景区
购票时最低享受 5折优惠；双方
通过各自推广宣传平台均免费
为对方进行宣传推介。

(张相正)

5月 20日，来自北京、广东、
广西、福建、江西等地的林氏宗
亲会、林氏后裔及各地游客齐
聚淇县摘星台景区，参加比干
公诞辰 3107 周年祭拜活动，缅
怀比干忠贞报国的精神，传承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祭拜大典上，林氏后裔通
过献花篮、祭拜等方式来拜谒
先祖比干，表达敬仰之情。世
界林氏商会会长林荣昌说：“今
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

是一种荣耀，作为林氏后裔，不
仅要弘扬比干精神，更重要的
是传承比干文化。”

据介绍，比干是殷朝的政
治家和德礼治国的先驱，他毕
生爱国、爱民，被称为亘古忠
臣 。 摘 星 台 景 区 是 林 氏 发 源
地，自 2004年以来，这里每年的
农历四月都举办比干诞辰纪念
活动，先后有 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比干后裔、华侨前来缅怀
忠良。 （付爱华 张小燕）

5 月 23 日、24 日，第九届全国双胞胎漂流大
赛在三门峡豫西大峡谷风景区举行，来自北京、
上海及江苏、湖北、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的 140
对双胞胎参加总决赛。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除
漂流大赛和才艺大赛之外，又添加了徒步登山、
山地自行车越野赛环节的比赛，意在考验双胞胎
之间的配合默契和技能，堪称双胞胎版的“铁人
三项”。 （杨牧野）

河南省古琴研究会成立

淇县摘星台：林氏后裔拜谒比干

淅川：惊现罕见天坑群

洛阳天池山：与湖南韶山结盟郑州：打造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三门峡豫西大峡谷：

百对双胞胎 挑战激情漂

孟津县：

玫瑰竞绽放 瀍源处处香

到清明上河园 重温童年美梦

洛阳龙峪湾：邀您去吸氧

老君山：

万人养生宴 款待陕西客

应 用 型 技 能 人 才 的 摇 篮
——河南经济贸易高级技工学校 2015年技能展示会暨校企合作签字仪式成功举行

河南经济贸易高级技工学校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是一所
集职业需求预测、职业培训、职业
技能鉴定、就业服务于一体的工、
经、理兼备的大型综合性技工学
校。该校为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

“河南省粮食技工教育集团”理事
长单位。学校占地 180 亩，建筑面
积 80000 余平方米，在校生达 5000
人，其中高级技工 1500多人。学校
办学条件完善，教学手段先进。现
有专兼职教师 200 多人，教师年富
力强，业务素质高，教学经验丰富；
开设有粮油加工与储藏类、机械加
工类、汽车工程类、电工电子类、计
算机类、食品加工类、商贸管理类
等 20余个专业（工种），专业设置合
理，学科门类齐全。

多年来，学校教育教学坚持
“德育为首、五育并重、全面发展”
的方针，注重对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的培养，积极开展“一体化”教学改
革，大力提高学生实际操作技能水
平。自学校成立至今，已培养出数

万名实用型技
能 人 才 ，在 河
南省职业教育
发展中发挥了
明显的带动作
用。由于办学
成 绩 显 著 ，该
校先后被评为
河南省示范性
技工学校，省、
市级办学先进
单 位 ，省 级 文
明单位，河南省最具影响力的十大
教育品牌（职业教育），国家级技能
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单位，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学校历来十分重视校企合作，
要培养高技能人才，实现职业教育
的快速发展，校企合作是必由之路，
企业作用可谓功不可没，这也是学

校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
近年来，学校始终坚持走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的办学道路。与上百家省
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密切联系。毕
业生当年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8%以
上。走向工作岗位的学生不仅拥有
熟练的专业技能，而且富有团队精
神、创新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受到
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近年来，
学校按照“合作办学、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紧密围
绕相关行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积极探索技工教育校企结合、工
学交替的途径和方法，努力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就业。学校
和企业之间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使

校企合作不断得到深化：学校根据
企业需求实施“订单式培养”，培养
目标明确；学生在校期间定期到企
业进行顶岗生产实习，理论联系实
际紧密，所学技能得以致用，学生一
毕业就能走上自己理想的工作岗
位；企业既能得到自己真正需求的
技能人才，又可借助学校智力资源
优势，开展职工培训和技术开发、技
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活动，从而提高
企业职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

为构建校企合作办学长效机
制，多形式推进合作办学，充分利
用学校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及就
业市场，5 月 24 日上午，河南经济
贸易高级技工学校 2015 年技能展

示会暨校企合作签字仪式在该校 2
号教学楼前举行。参加本次展示
会的企业有豫北转向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中捷通资源综合再利
用有限公司、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科龙集团有限公司、豫飞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凯邦电机有限
公司、中电科二十二所天博信息科
技公司、河南奥邦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两岸国际教育集团、武汉京东
世纪贸易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格力电器有限
公司、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新乡青峰人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新乡市和丝露饮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美和快印有限公司等 30 余

家，共有社会各界来宾 500多人。
本次技能展示会基本覆盖了

学校绝大部分专业的实训课程，既
是学校教育教学成果的展示，也是
利用已经搭建好的联合共享平台，
将校企合作工作向宽领域、深层次
和高水平推进，更是学生锐意进
取、奋发向上、勇于拼搏、展示技能
的一次好机会，也给学生提供了一
个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向社会充
分展示了学校 30 余年来教育教学
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向社会集
中展现了学校全体师生的风采，让
社会、企业全面了解到学校的办学
实力，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为学
生就业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学校将继续坚持以服务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为宗旨，充分发挥
省示范性技工学校的示范带动作
用和已有优势，通过不断改革创
新，为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流的技工
学校，进一步实现办学层次的高
移，为学校早日跨入高等职业教育
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孙宏龙

学院与豫北转向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等 30 家企业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