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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至 8 月 30 日，2015
郑州绿博园第三届消夏狂欢季绿
博之夜即将启幕。全程演绎、饕
餮美食、香醇啤酒、摇滚音乐的激
情碰撞，将掀开夏日的狂欢盛宴。

活动期间更有 High 爆全场
的 啤 酒 大 赛 ，让 你 一 次 畅 爽 开
怀，还能赢取丰厚大奖。此外，

以霓裳风情篇、枫湖音乐节、活
力夏夜、全民广场舞、七夕派对
loveParty 五 大 板 块 为 主 题 的 夏
夜表演秀将闪亮登场。除此之
外，7 月 11 日水上拔河、碰碰球
等 水 上 娱 乐 项 目 也 将 正 式 启
动。 （宋剑丽）

近日，连接丹江库区湖北、
河南两省的的丹江口大坝—百
喜岛—丹江大观苑水上旅游线路
进入试运营阶段。从 6 月底开
始，每周六、周日定时为散客发
团。据了解，丹江口市与淅川县
一水相连，同属丹江库区，开通丹

库黄金水上旅游线路，互推旅游
资源，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双
赢。两地旅游主管部门表示要携
手合作，共同把“库区水上旅游”
这张新的旅游名片推向全国，两
地此前就相关事宜达成了合作
意向。 （冷新星）

7月中旬，2015青天河啤酒音
乐狂欢节开幕，本次活动旨在打造
一场百姓的狂欢盛宴。同时，青天
河水枪大作战活动也将同日开启。

拥有得天独厚地理位置、气候
和优越自然条件的 5A级景区青天
河，每年 7-8 月就进入了最佳“清
凉避暑”季。景区内清凉的空气
和宛如仙境的美景，吸引了众多

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节庆期间，
青天河景区将为您精心打造特色
各异的主题活动：“2015青天河啤
酒音乐狂欢节开幕式”、“ 2015 青
天河啤酒音乐狂欢节卡拉 OK 大
赛”、“ 2015 青天河啤酒音乐狂欢
节喝啤酒大赛”、“青天河杯水枪大
作战活动”等系列活动，精彩不断、
激情狂欢。 （王晓君）

古都开封，宋韵醉人。国家
5A 级旅游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
基地——开封清明上河园的旅游
经济发展势头，呈现出如火如荼
的喜人局面。

“今年前 5 个月，清明上河园
游客增长了 29%，旅游综合收入
增长更多。进入 6 月份，我们的
经营态势，仍处于上升的高位运
行之中。截至 6 月 28 日，上半年
园区共接待游客 125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5%。”6月 29日上午，当笔
者采访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周旭东时，周总是一
脸的兴奋。

周旭东认为，现在国民经济
处在一个转型期，在国家倡导万
人创业、万众创新这样一个大背
景下，清明上河园作为旅游企业，
特别是作为一个文化创意的旅游
企业，更应该在发展中提升，在发
展中精品化，通过品牌化、精品
化、市场化的运作，从而使清明上
河园常看常新，能够成为河南文
化旅游的引擎，成为游客关注的
一个核心文化景区，成为河南文
化旅游立足河南、辐射全国、走向
世界的有力支撑。

早在 2013 年，清明上河园就
提出了转型、升级、创新的企业发
展理念。通过转型、升级，打造了
精品化的《大宋·东京梦华》大型
实景演出；提升了《汴河漕运》大
型剧目；推出了《岳飞枪挑小梁
王》、《大宋东京保卫战》等一批新
精品演艺。从此，清明上河园的
文化旅游产品，真正实现了大型
剧目震撼化、中型剧目精品化、小
型剧目景观化。这些文化旅游精
品的打造，使得清明上河园在文

化旅游业界一枝独秀。
中国经济呈现新常态，那么

在当下国内旅游经济出现徘徊或
者说不太明朗的形势下，清明上
河园仍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作用。“我觉得这说明了一点，创
新力才是发展力；创新才是可续
发展的一个永远不变的法则。目
前，清明上河园还处于转型、升级
的重要的关口。”周旭东说。

站在全省经济发展的轨道
上，清明上河园在郑汴一体化，在
中原经济区建设大旗的引领下，
作为文化旅游战线上的一名“先
锋”，实现了景区的快速发展，为
河南的文化强省争了光、添了彩。

“我们从创新中尝到了甜头，
我们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了上
市的步伐，争取即早上市，进入资
本市场。从而加速清明上河园向
集团化、产业化、规模化迈进，打造
我们河南本土的文化航母企业。”
周旭东向笔者描绘了一幅关于清
明上河园上市发展的大蓝图。

在周旭东看来，在经济新常
态下，传统的加工业在转型、在提
升，资源和能源耗费的工业，呈现
缩减的趋势，向高、精、尖、新的加
工业，第三产业以及创意产业转
化，这是大趋势。而文化旅游业
正是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明上河园上半年经营收入整体
增长很大，可以说园区的旅游经
济形势相当喜人。

“旅游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
只有那些满足游客的需求，不断
提升、转型，打造有特色的、差异
化的旅游产品景区，才会得到游
客 的 追 捧 ，才 会 受 到 游 客 的 青
睐。”周旭东说。 （吕桓宇）

7 月 1 日，上午 9 时，嵩岳少室
山，满眼苍翠，一山碧绿。山腰至山
顶之间，笼罩着团团乳白色的清雾。

此时，一队近 60 人的来自大洋
彼岸的美国少林武艺中心学员，统
一身着印有“少林”、“少林武”等字
样的练功服，走进了千年古刹少林
寺的山门，开始了一次极不寻常的
少林功夫朝圣之旅。

美国三湘国际旅游公司总经
理、美国纽约亚太协会副主度孙冰
告诉记者，他们组织的这个旅游团
全部由美国少林武艺中心的学生
组成。校长是一对夫妇，非常热爱
中国的传统文化，习练中国功夫已
经有 20 多年了。早在 1989 年，这

对夫妇就带着 100多人的旅游团来
到河南，他们对少林文化、少林功
夫特别入迷，并在少林寺内立了一
块美国少林武艺中心代表团“少林
朝圣”碑。每隔两年，这对夫妇就
会带着自己的学生来到少林寺，进
行一次浓情的功夫寻根之旅。

“我们通过这样的武术寻根，使
少林文化、少林功夫在美国得到了
一个很好的弘扬、传播，以期通过这
样的功夫寻根之旅，带动更多的美
国游客到河南来旅游。”孙冰说。

美国少林武艺中心副校长邵
秀伦表示，来少林寺进行功夫寻
根，一直是美国少林武艺中心学生
们的梦想。这些学生从孩提时代

起就期待着能来中国学习功夫，这
次实地探访少林功夫的发源地，更
加能感到少林文化和少林功夫的
博大精深。

上午 10 时 30 分，在清静、古朴
的少林寺方丈室前，学员们排着整
齐的队伍，站在雕刻有莲花图案的
青石地上，态度虔诚、恭敬，列队叩
拜了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之后，学
员们和释永信进行了集体合影。
大家整齐地高喊：“我爱少林！”激
动、开心之情溢于言表。

11时 30分，学员们来到少林寺
武术馆，进行了武术交流表演，拳
法、器械等精彩的表演赢得了大家
热烈的掌声。

山色溪声涵静照，喜园乐树绕
灵台。

当天，来自印度的著名文化学
者古丽玛（音译）及其随行、粉丝组
成的旅游团一行 150 多人，同样被
博大精深的少林文化所吸引。

上午 11 时许，古丽玛一行走进
了少林寺。在少林寺的方丈室里，
古丽玛和方丈释永信就中、印传统
文化进行了友好、愉快的交流。

释永信方丈说，中、印两国是
世界文明古国，代表着东方文化，
代表着古老的东方文明，欢迎印度
旅游团来少林寺体验少林文化。
少 林 寺 的 禅 学 、养 生 、功 夫 有 着
1000 多年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后可

以多交流。通过交流，可以相互借
鉴很多优秀的东西。

古丽玛说，印度的瑜伽和中国
的禅修有很多的共同点。以后有
机会邀请少林寺的高僧去他们那
里传授真正的少林功夫。

此次两大境外旅游团来河南
体验中原文化之旅的活动，由河南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创意、组织和接
待，在总经理周建慧看来，郑州航
空港建设和“一带一路”战略是促
进招徕远程市场游客走进河南的
两大引擎，航空港和高铁两大优势
让我省入境旅游的可进入性得到
加强，企业跟进完成产品落地是历
史责任，也是企业应尽的责任。

胜地有缘听法雨 少林无处不雄风
——美国少林武艺中心功夫寻根、印度旅游团少林谈禅

本报记者 吕桓宇

白云生处群峰翠，伏牛之巅民俗闹。
7 月 4 日，洛阳白云山首届 DIY 民俗

艺术节在 5A景区白云山拉开帷幕。葫芦
烙画、铜编、手工糖画、面塑工艺、吹糖人、
汴绣等民俗表演和民间手工艺制作，让前
来白云山游览的游客直呼“不虚此行”。
据悉，DIY 逐渐成为一种流行，意思就是
自己动手做，发挥你的想象力，让你手中
的东东展现出你自己的个性。据悉，此次
活动持续到 7月 14日结束。

现场：民俗技艺丰富多样
上午 10 时许一段喜庆热闹的舞狮盘

鼓表演开场，传统魔术、吹糖人表演等精
彩上演。瞧，吹糖人的艺人把糖稀熬好，
用一根细管挑上一点糖稀，再对着细管吹
气，糖稀随即像气球一样鼓起，通过艺人
捏、拽、转等手法配合，塑成了虎、羊、猴等
各种生肖造型，乐坏了现场的孩子们。另
外，中国书画家协会徐建中先生现场创作
的宫廷牡丹图，更是惊艳全场。

在民俗艺术表演的摊位前，挤满了前

来围观的人群。大人小孩都瞪大了眼睛，
张着嘴巴，满脸都是惊喜。

趣味：亲自动手感受DIY魅力
现在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DIY

也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要的就
是与众不同。除了大饱眼福，而且还能够
亲自上阵，自己动手，体验民俗技艺和民
俗文化的魅力。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很多年轻人都对
好玩的民俗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致，跃跃
欲试。更有很多游客陶醉在 DIY 的趣味

当中，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据
悉，本次民俗艺术节以“DIY”为主题，活
动旨在通过这一时尚的形式，鼓励并吸引
广大游客参与到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
弘扬、传承当中来，让游客真正体会到民
间传统艺术的趣味和魅力。

前景：挖掘景区文化资源
有着“中国最美的地方”之称的嵩县

白云山，迎来了新一轮深度开发。
去年，许昌瑞贝卡集团入主 5A 景区

白云山之后，制定了白云山国家旅游度假
区项目规划。规划中明确要深度挖掘白
云山景区的文化资源，使文化资源和自然
资源并行发展，全力打造一个实力雄厚的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本次活动也借 DIY
这一形式探索白云山景区文化资源挖掘
和文化创新的道路。

本次活动，不仅对于白云山景区的文
化资源挖掘与整合，而且对于嵩县各旅游
景区的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都有着借鉴
意义。

7 月 4 日晚，2015·老君山观海避暑节
在国家 5A 级景区老君山开幕，为期 2 个
月，连续九场精彩活动“嗨翻天”的清凉之
旅正式开启。

老君山是老子的归隐地，开幕式上的
最大亮点就是“老子”从天而降，带来“圣
水”注入宝鼎，现场生成漫天云海，一时间
舞台上下云雾升腾，如梦如幻，数千观众，
掌声雷动。

“为了能让游客在开幕式现场就能感
受到老君山壮观的云海，特别设置了这个
环节，借助景区的道教文化、并利用大量
的干冰配合现场灯光营造出云海仙境的
场景。”栾川老君山景区副总经理徐雷揭
秘。

在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开幕现场，很多
明星大腕也来凑热闹，知名歌手李猛激情
演绎了现场版的神曲《神迹》，“音乐才子”
乐洋、“嘻哈达人”杨洋也在现场大秀绝
技，引得观众尖叫不断。

如此热闹活动绝对少不了美女元素，
老君山景区别出心裁地将峰林、金顶等标
志性景点做成了走秀时装，数名身材傲人
的模特穿着“风景”走猫步，别有一番韵
味。最后，一朵朵璀璨的烟花在夜空恣意
绽放，照亮了老君山的夜空。

据徐雷介绍，观海避暑节的时间截止

日期为 8月 31日。其间，每个周末都会有
精彩的节目演绎。除开幕式外，接下来还
会有老君山音乐露营节、老君山万人蟠桃
养生宴、车友狂欢节、“风起君山·灵动福
地”老君山风铃节、“身自由·心飞翔”学生
专属旅游日、“韵味中国·秀上云端”老君
山峰林旗袍秀等八大精彩活动陆续上演。

郑州方特第三个公园——方特梦幻王国，将
于 7月 9日盛大开业。这是继方特欢乐世界、方特
水上乐园之后深圳华强文化科技集团在华中地区
兴建的又一个现代综合性主题公园。据方特梦幻
王国工作人员介绍，该公园将采用一票制，购买门
票入园后园内游玩项目不再另行收费，全价票 200
元/人，儿童票 150元/人。

有别于郑州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水上乐园，方
特梦幻王国是以中国神话为背景的文化科技主题
公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动漫卡通、电影特技等国
际时尚娱乐元素与中国古典神话及中国文化元素
精妙融合。方特梦幻王国推出了秦陵历险、魔法
城堡、决战金山寺、西游传说、龙王传说、华夏五千
年、熊出没剧场等 20多个室内外项目，包含主题项
目、游乐项目、休闲及景观项目共 200 余项。世界
顶级的木质过山车——丛林飞龙，亚洲首个模拟
太空飞行的高空体验项目“太空飞梭”，充分满足
了喜欢挑战惊险极限的游客的需求。

（章宇）

南阳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局旅游年票系统改
版、升级已经完成，７月２日起，开始发售 IC卡版。

南阳旅游年票价格为 80元/张（不含保险费），
办理后不予退换。南阳本地户籍居民持本人身份
证原件或户口簿原件，到市年票办或年票各销售
点办理。在宛大中专院校学生持本人学生证，在
宛长期居住、工作、学习的非南阳户籍人员持本人
身份证和居住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或辖区派
出所出具的相关证明，到南阳市范蠡路与邓禹路
交叉口路西市便民中心 252室年票办办理。

南阳旅游年票所含旅游景区（点）逐年进行调
整，2015 年纳入年票的旅游景区（点）有西峡老界
岭、西峡恐龙遗迹园、南阳武侯祠、内乡县衙、内乡
宝天曼、内乡云露山、西峡老君洞、淅川香严寺、南
召五朵山、南召宝天曼、社旗山陕会馆、方城七十
二潭、唐河石柱山等 20 多家。旅游年票自现场办
理之日起３日后生效，有效期为１年，使用时，必
须与本人身份证同时出具方可有效。旅游年票仅
含景区（点）第一大门门票，不包含园中园、景区内
娱乐设施及讲解、导游、索道、灯光等其他收费项
目。旅游年票仅限本人使用，伪造、转借无效。景
区若有重大接待活动、冬季森林防火闭园期间，旅
游年票暂停使用。对不按旅游年票发行管理规定
使用者，景区有权拒绝使用。

（朱天玉）

白云深处 民俗醉人
——洛阳白云山首届 DIY民俗艺术节开幕

本报记者 张莉娜

老君山：身清凉 我飞扬
——2015·老君山观海避暑节激情绽放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周向毅

郑州方特梦幻王国
7月9日开业迎宾

南阳旅游一卡通
升级改版全面完成

7 月 6 日至 10 日每晚 20：30，
以展示淇县自然山水、人文历史、
传统文化为主题拍摄的系列专题
片《淇县映像》，将在河南电视台
新农村频道黄金时段重磅播出，
敬请关注。

据了解，《淇县映像》系列专
题片共分为五集，分别为淇水之

畔古朝歌、鬼谷子与云梦山、不落
的落腔、寻根问祖访朝歌、云梦黑
陶，全方位展现了淇县的淇河文
化、朝歌文化、鬼谷文化，以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三角屯落腔和云梦
黑陶。其独特的视角、精彩的解
说、完美的制作，将呈现给您一个
全新的淇县。 （张小燕）

清明上河园：

打造创新升级旅游经济标杆

啤酒音乐狂欢节“嗨爆”青天河

郑州绿博园绿博之夜开幕

丹江口市与淅川县互推水上旅游线

《淇县映像》通过电视传播美景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深
化文化旅游合作，在国家“一带一路”大战
略背景下，河南省旅游局积极推动豫新两省
旅游交流，进一步加大旅游援哈工作，巩固

“河南万人游哈密”活动成果，创新开展了
“豫哈丝路行”主题旅游援疆活动。为推进
此项活动的顺利开展，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寇
武江于 6 月 27 日带领河南旅游业界代表团
一行 29 人进疆送客上门、送教上门，并实地
进行旅游援疆的考察调研。

河南省旅游局巡视员何琳表示：“‘豫哈
丝路行’为主题的旅游援疆系列活动是河南
省 旅 游 援 疆 第 二 阶 段 工 作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希望通过这项活动切实有效地促进哈
密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大信息资源整合
共享力度，全方位支持哈密旅游产业发展，

实现哈密旅游的跨越式发展。”
2015 年旅游援疆工作已经开启。河南

省旅游局多措并举，创新开展了 2015“豫哈
丝路行”主题旅游援疆活动，搭建了豫哈旅
游合作的新平台，总体上有以下几项举措：
一是发展市场。重点采取专列、专挂和自驾
车的方式，按照亲子游、自驾游、研学游三个
主打产品输送客源，以更加丰富多样的形式
促进哈密旅游市场发展。此次开启的中原
至哈密自驾游产品，是国内自驾游市场首次
向哈密发车，让自驾游爱好者们充分领略古
丝绸之路的魅力，为下一步融入自驾游汽车
运输班列等潮流元素，推动哈密丝路旅游产
品实现质的飞越打下了基础；二是智力援
疆。专家、大腕从经营管理理念、景区规划
建设、市场营销模式、宣传推广设计、新业态
新产品研发、节庆主题活动策划实施等方面

进行了专题授课和深入交流，从宏观到微观
进行全方位经验传递。通过送教上门，有效
解决了哈密旅游业界在思想上如何针对旅
游新趋势、新业态实现跨越发展的困惑；三
是结对帮扶。签约仪式上，随着洛阳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与哈密市旅游局，豫哈两地景
区、旅行社、酒店等企业签约结对牵手成功，
标志着豫哈两地旅游业界将从智力、财力、
人才、服务、推广等方面深度合作，此举将产
生“1+1＞2”的效应。将协助哈密地区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更新管理理念，转变发展方
式，创新发展模式；同时，扶持哈密旅游企业
提升品质、上档升级，做大做强旅游企业在
产业发展当中的主体地位；四是立体推广。
为了全面支持配合 2015“豫哈丝路行”各项
主题旅游援疆活动的顺利开展，河南省旅游
局组织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就哈密旅游发展

现状和河南新一轮旅游援疆工作进行集体
采访、专题报道。同时，河南省旅游局组织
了有影响力的旅游达人团到哈密进行“豫哈
丝路行”产品体验。并拿出专项资金通过媒
体新闻版面、频道、网络及自有官方微信、微
博等平台宣传推介哈密旅游产品，提升哈密
旅游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河南
省开展以‘万人游哈密’为主的送客进疆行
动迅速展开，走在了全国对口旅游援疆工作
的前列，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完成了国家交给河南的任务。现在新一轮
的工作已经展开，河南省的旅游援疆工作向
着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推进，即从项目、市
场、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给予哈密支持，可谓
是全方位的深度援疆。”河南省援疆工作前
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延庆告诉记者。

河南多措并举 大力推进旅游援疆工作
——2015“豫哈丝路行”系列活动助力哈密旅游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杨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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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以“避暑胜地 畅
爽龙江”为主题的黑龙江夏季旅
游产品八地推介会郑州站拉开
帷幕。黑龙江旅游局相关人员
介绍，此系列推介会将先后在北
京 、广 州 、上 海 、杭 州 、南 京 、重
庆、成都和郑州八地举行，黑龙
江 旅 游 局 重 点 推 出 了“ 火 山 湿
地，畅爽龙江”、“华夏东极，畅爽
龙江”、“森林深处，畅爽龙江”、

“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畅爽龙江”
四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是黑龙
江在整合自身优势生态资源的
基础上，以“避暑”为主题全力打

造的特色夏季旅游线路。
黑龙江地处中国东北，夏季

气候凉爽，平均气温 20℃左右，
昼 夜 温 差 大 ，有“ 天 然 空 调 ”之
称，且拥有全国优质的湿地和森
林生态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宝
库，堪称夏季中避暑纳凉的“天
然氧吧”。此次推介会旨在建立
并强化黑龙江的生态旅游资源
及“避暑胜地”的品牌形象，在推
广黑龙江夏季旅游线路及旅游
产品的同时进一步强化黑龙江
省 全 年 旅 游 品 牌 的 影 响 力 。

（朱天玉）

黑龙江省旅游产品推介会
在郑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