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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安阳天之瑶新战
略发布暨“新三板”上市启动大
会，在天之瑶旅游度假区举行。

安阳天之瑶旅游度假区是
集温泉、水上乐园、餐饮、会议
接待和住宿为一体的旅游综合
体，该项目自 2013 年运营以来，
当年即实现盈利 2100 万元的业
绩。进入 2015 年，安阳天之瑶
温泉度假区日接待数量再创新
高。尤其是进入 8 月份，日接待
能力均在 5000人以上。

目前，安阳天之瑶温泉度假
区所投入使用的项目占地 210
亩，这只是该度假区的一期项
目，此后，滑雪场、采摘、婚纱摄
影基地等项目，已经规划到位，
不日将上马启动。

据悉，上市后的安阳天之瑶
温泉度假区将更具活力，发展
势头更加迅猛。伴随着天之瑶
温泉度假区“新三板”上市的推
进，一个庞大的旅游综合体正
在豫北大地形成。 （娜娜）

日前，淅川县丹江八仙洞举
办“八仙相会”活动，为秋季旅
行活动拉开序幕。

八仙洞位于淅川县马蹬镇
丹江水库东岸，形成于寒武纪，
是典型的喀斯特溶洞。该洞传
说八仙曾在此修炼，洞内有聚
仙 厅 、蓬 莱 阁 、瑶 琳 仙 境 等 景
点，既有南方溶洞之高大雄伟，
又 有 北 方 溶 洞 神 奇 形 象 之 特

点。洞内采用声光电一体化技
术 ，使 溶 洞 绚 丽 多 彩 、仙 雾 缭
绕、若隐若现，犹如进入梦幻仙
境，令人留连忘返。

此次活动吸引了千万游客
进入溶洞，欣赏惟妙惟肖的溶
洞奇怪，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八仙相会”进一步扩大了
丹 江 八 仙 洞 的 影 响 力 和 美 誉
度。 （冷新星 郑松强）

七夕将至，脱离传统模式，
带 Ta一起穿越回千年前繁华的
汴 梁 城 ，体 验 别 样 的 复 古 风
情。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中
国最大的宋文化主题公园——
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邂逅属
于你们的浪漫。

在清明上河园浪漫的环境
里，伴随着朝阳升起，水波粼粼
的汴河中缓缓驶来几艘小船，敲
锣打鼓的迎亲队伍，那是谁家在
娶媳妇儿！王员外家的小姐每

天都会抛绣球招亲，如果您感兴
趣，也可以参与其中，在众目睽
睽下向您的恋人抛出绣球，制造
一个独特惊喜。夕阳西下，情侣
们依偎在热闹的东京食坊，品百
味小吃，肆意开怀畅饮。在晚风
徐徐中，携手观看如梦似幻的大
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
华》，共享这豪华的视觉盛宴。

七夕节，相约清明上河园，
在繁华的北宋市井风情中，共筑
属于自己的东京梦华。 （李珊）

8月 8日，光影中国网南召五
朵山风景区摄影基地授牌仪式在
南召五朵山风景区举行。南阳
网、光影中国网、五朵山风景区相
关负责人以及光影中国网的 40
多名摄影师参加了授牌仪式。

南召五朵山旅游区是南阳
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主要园
区之一，也是中原地区久负盛名
的道教文化旅游圣地。旅游区
内林茂水秀、瀑长泉涌、怪石嶙
峋、地貌多姿、仙音袅袅；峰墙地
貌和壶穴景观是五朵山旅游区

的精品景观，也是南阳伏牛山地
质 公 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地 貌 景
观。200 余处景点星罗棋布，错
落有致，构成了一条完美的游览
环线，被誉为“音画山水，伏牛仙
境”、“中原第一灵水福地”。

摄影基地挂牌成立后，光影
中国网将全力支持南召五朵山
风景区的旅游发展，多方面组
织全国各地摄影师进驻景区进
行创作采风，为宣传五朵山风
景 区 形 成 浓 厚 的 网 上 氛 围 。

（廖涛）

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
节即将到来，你想给相亲相爱
的 Ta创造一个更有氛围更加浪
漫的情人节吗？那就赶快来淇
县云梦山参加“浪漫七夕、爱在
云梦”晒幸福赢惊喜旅游活动
吧，相信云梦之旅会给您带来
大大惊喜。

活动期间，手牵手漫步云梦
山空中草原，让蓝天白云为证，

请花海草原为凭，和心爱的Ta一
起策马扬鞭，呼吸着山中新鲜的
空气，品味着味道独特的奶茶，敖
包前祈愿幸福平安……同时，关
注“河南淇县文物旅游（hnqxly）”
官方微信，并通过公众号晒出您
的恩爱情侣照、浪漫爱情故事、
温情小视频等，还可到云梦山
景 区 办 公 室 领 取 精 美 礼 品 一
份。 （张小燕）

8 月 15 日—16 日，洛阳老
君山“第四届中原车友狂欢节”
如期举行，本次活动由 5A 景区
老君山和河南电视台《乐游天
下》栏目共同主办，吸引了来自
中部地区的近万名车友参加。

本次活动恰逢日本战败投
降日，在主办方的倡议下，上千
名车友聚集在老君山广场上用
身体摆成巨幅“70”字样来庆祝
抗战胜利 70 周年。活动现场，
车 友 们 还 用 彩 纸 折 出 上 千 只

“和平鸽”祈福和平。最吸引眼
球的是，来自郑州的一对情侣

登上停在路边的挖掘机激情拥
吻，重现了 70 年前“胜利之吻”
的经典一幕，现场被媒体抓拍
后广为传播。

同时，活动主办方还精心准
备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晚会。葫
芦丝悦耳动听、爵士舞动感时
尚、机车舞热辣火爆、万人摇红
包嗨翻全场、生态车模秀惊艳
四座。据了解，“第四届中原车
友狂欢节”是“2015 老君山观海
避暑节”的重头戏，接下来会有
更多精彩活动上演。

（周向毅）

日前，根据中联字 [2015]第
30 号文件批复，中国楹联学会
命名内乡县衙博物馆为“中国
楹联博物院”。

楹联是中国独特的语言文
学艺术和书法艺术的结晶。内
乡县衙作为我国保存最完整的
遗址类博物馆，各主体建筑前
悬挂的 36 副楹联或申明施政纲
领、或宣扬忠职为民的情操、或
表达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或
描绘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寓
意深刻、意境深远。2014 年中

国楹联学会命名内乡县衙博物
馆为“中国楹联文化重点教育
基地”。

目前，内乡县衙正布展 300
平方米的《中国楹联文化展》，
该展览按四个展室五部分展示
楹联发展历史、楹联知识及楹
联故事、楹联之最、趣味联、衙
署楹联等。同时，除了大量实
物之外，展览利用电子触摸屏、
3D 投影仪、电子互动等现代设
备提升展览效果。

(王晓杰 苗叶茜)

8 月 20 日至 23 日，“洛阳白云山杯”围棋世
界冠军邀请赛，将在洛阳嵩县白云山景区举
行。届时，时越、古力、柯洁等 8 位世界冠军将
齐聚白云山，进行巅峰对决，“棋圣”聂卫平亲自
挂盘讲解。

本次邀请赛由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棋
圣”聂卫平，棋协副主席林建超以及国家围棋队
领队华学明带队。参赛的 8 位世界冠军是：时
越九段、古力九段、柯洁九段、江维杰九段、周睿
羊九段、柁嘉熹九段、芈昱廷九段、唐韦星九
段。他们是春兰杯、LG 杯、百灵杯、梦百合杯、
三星杯等世界围棋大赛的冠军获得者，目前国
内等级分均名列前 10 名。因此，此次比赛是名
副其实的“王中王”之争。一场精彩绝伦的围棋
盛宴即将呈现。

本次大赛由洛阳市体育局、嵩县人民政府
主办，大赛冠亚军奖金分别为 18万元和 8万元，
并列第三名每人奖励 5 万元。决赛现场，聂卫
平将与华学明搭档，在洛阳白云山景区，中国海
拔最高的牡丹园为广大棋迷讲解对局。

洛阳白云山景区是国家 5A 级景区，地跨长
江、黄河、淮河三大流域，有“中国最美的地方”、

“中原山水大观”等美誉。 （安栩良）

在秦岭山脉的东段，伏牛山南麓的西
峡县丹水镇三里庙村，二十世纪 90年代发
现了举世瞩目的恐龙蛋化石资源，这里的
恐龙蛋化石群因埋藏集中、数量惊人、种
类多样、保存特征完好等特点，被誉为震
惊“世界的第九大奇迹”，从而吸引无数学
者专家纷纷前来考察参观。

恐龙世界里，28 具恐龙化石来自世界
不同地方，但它们不约而同地向我们诉说
着，曾经恐龙王国的兴衰演变。看着一块
块恐龙化石、一具具恐龙骨骼，一幅幅画
面、一个个场景，在逼真的音效和炫丽的
光电配合下，重现了不同时期恐龙的生存
状态，再现了恐龙时代的环境变迁。

走进龙都水上乐园，让我们充分体验
五彩缤纷的水上世界，利用大型的造浪设
备制造出此起彼伏的海浪，让你真切体验
海滨旅游的效果。高空快速滑道，勇敢者
的心理挑战，还有波浪回旋滑道、冲天回
旋滑道、皮筏漂流、儿童戏水区等异彩纷
呈的水上项目，一起来体验水的魅力吧！

仿真恐龙园里，几十种形态各异、栩
栩如生的恐龙雕像，或嬉戏、或奔跑、或觅
食、或休憩，让人有一种仿佛置身于白垩
纪时代的感觉。

西峡恐龙园，暑期快乐驿站。
那么，您还不快来？

(袁俊岩)

小浪底水库巨瀑滔天，龙潭大峡谷巧夺
天工，黛眉山奇景遍布，黄河三峡港湾交错，
黄河丹峡峭壁千仞，孟津银滩带来了浓浓乡
愁……8 月 10 日至 14 日，河南省黄河小浪底
管理局携小浪底沿线主要景区，分别走进山
西太原、运城、晋城三地，将母亲河一幅幅壮
美的山水画卷呈现在三晋大地。

本次推介会以“亲近母亲河 畅游小浪底”
为主题，小浪底景区的秀美山水、人文风光以
及沿黄休闲观光农业旅游项目，勾勒出一条条
绿色生态走廊、历史文化走廊、休闲度假走廊，

引起了太原、运城、晋城三地旅游界人士及市
民的广泛关注。小浪底沿线景区与太原、运
城、晋城方面的旅行社代表进行了业务交流、
洽谈，并签订了旅游合作协议。

“小浪底旅游区是河南省唯一由省政府直
接管理的特大旅游区，是河南省致力打造的全
国一流生态精品旅游区。”河南小浪底管理局
局长崔益铭在推介会上说，“大黄河之旅”是国
家旅游局重点培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河
南黄河黄金旅游带”是国家“大黄河之旅”的首
要支撑。近年来，河南重点打造的沿黄“三点

一线”黄金旅游线路品牌已享有盛誉。
据悉，小浪底景区以小浪底水利枢纽工

程为依托，以黄河文化及水文化为内涵，既能
让人驻足大坝，领略人类征服自然的举世伟
功，又能让人畅游黄河，将山水交融的北国水
乡尽收眼底。特别是每年借助调水调沙活动
而举办的中国小浪底观瀑节，呈现出“黄河之
水天上来”的胜景，令人惊叹不已。

除了黄河小浪底大坝景区之外，河南目前
还打造出孟津休闲观光农业旅游区、新安龙潭
大峡谷—荆紫仙山景区、新安黛眉山景区、渑

池黄河丹峡景区、济源黄河三峡景区等 1家 5A
级，4家 4A级精品景区。黄河小浪底观瀑节、
黄河小浪底母亲节、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
游节、黄河小浪底樱花节、黄河湿地观鸟节等
节庆活动的举办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观光旅游。

推介会上，双方旅游局负责人均表示，此
次旅游产品推广，将进一步推动豫晋两省旅
游部门和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打造黄
河、太行旅游精品旅游线路，促进区域旅游合
作营销，实现信息互通、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

黄河小浪底 山西唱美景
——黄河小浪底旅游产品推介会分别走进山西太原、运城、晋城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翁 克

太行美景，醉倒游人。8月 16日，一辆辆
旅游大巴满载着游客从山西晋城、山东菏泽、
安徽合肥等地向神农山涌来，游客们赏美景、
坐索道，品尝美食，整个神农山就成了欢乐的
海洋。

“我们感觉神农山景区不但山奇、景秀，
而且整个景区的导游服务、餐饮服务、交通服
务等方面都和以前有质的提升，上周末听朋
友说还不相信，这周末跟团来体验了一次。
你还别说，真是名不虚传呀！”来自山西晋城
的游客张美荣喜滋滋地说。这一切变化只是
神农山狠抓景区外部营销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神农山景区都非常注重以活动
开拓市场。景区根据每个客源地游客的需

求，会量身打造适合市场宣传的活动，来促进
市场发展，实现营销制胜。暑期期间，景区在
郑州、洛阳、徐州等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天天千人团已经持
续了近两个月。

据了解，8月 23日，神农山景区将携手凤
凰旅游网举办七夕节“神农山情侣登山比
赛”，届时，神农山景区张开双臂欢迎全国各
地有情人前来观光游览。

秋季的神农山是一年中最值得游客游玩
的季节。近期，景区将举办“秋韵神农·万人
登山赏秋节”活动，以此开拓秋季市场、打造
红叶品牌。其间还将推出瘦身登山节、大学
出游日、金秋赏红叶、重阳登高游、户外穿越

行五大主题活动。整个秋季，满山的红叶和
可爱的猕猴会让你一路欢声笑语。

酒香不怕巷子深，好酒还要靠吆喝 。
《神农山风光宣传片》已经在河南电视台、郑
州地铁站、河南交通广播等媒体强势推出。
河南省银行系统全省 400 家网点全面推出
了神农山专题宣传展架，并通过自身媒体向
全省 600 万用户定期推送神农山信息。景
区与同程旅游开展合作营销，充分利用自己
强大的线上和线下宣传途径进行全年游客
推送。此外，景区还冠名湖南卫视“爸爸去
哪儿 3”，从而使品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

为配合外部的宣传，景区内部也开始不

断增加新的趣味性项目。目前，游客服务中
心和大型生态停车场已全面启用，成功引进
了 4 架观光型直升机，开通了内部观光小火
车，游客的参与度、体验度将会大大提升，游
客服务将再添新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为强化团队管理水平，打
造一个更好、更优的团体，神农山景区还专门
聘请了 4名宣传、策划专业人才，他们的加盟
无疑将为神农山景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项项精心策划的活动，一次次卓有成
效的营销，使神农山景区又跃升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眼下，千人团已经成为常态，原有的
客源市场更加稳固，新客源市场日渐增多，景
区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8月 12日-13日，2015年“济源山水好”旅游
巡回推介会分别走进郑州、邯郸。郑州、邯郸两
地旅行社、景区负责人等参加推介会，并纷纷表
示，推介会进一步提高了济源旅游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他们将更好地开拓济源旅游新市场，吸
引更多的游客到济源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在旅游推介会现场，济源市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济源丰富的旅游资源、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精品旅游线路，随后，大家一起观看了济
源旅游风光片和济源首部音乐电视 MTV《济源
之恋》。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博
得了郑州、邯郸旅游业界朋友们的阵阵掌声。
推介会期间，济源市旅游局共发放旅游宣传资
料 20000 余份，与推介地 30 余家旅行社及景区
进行了广泛的恳谈交流。

据悉，本次会后，济源市旅游局还将在山西
太原、晋中、山东济南、江苏徐州、陕西西安和渭
南等地进行推介。 （李虹澄）

8 月 12 日，由河南省旅游局、河南日
报社主办，上汽通用别克品牌全程赞助的
“别克昂科威 豫哈丝路行”一行抵达哈
密进行探访。8 月 14 日，车队由南至北翻
越天山，进入哈密地区伊吾县。

尽管在新疆出生长大，但我对哈密还
是挺陌生的，高铁未修通前，乌市到哈密要
坐一天的火车，此行弥补了我的一个遗憾。

据哈密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哈密
地处东天山，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有“新
疆风光缩影”之称，哈密市在山南，巴里
坤、伊吾在山北，是新疆惟一一个跨越天
山南北的城市，雪山、森林、草原、湖泊、沙
漠、戈壁等一应俱全，复杂的地貌也让哈
密“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

8月 13日去了魔鬼城，电影《无人区》里
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外景地很多就取自这
里，身临其境你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当夜幕降临时有时会听到鬼哭狼嚎令人发
指的嘶叫，“魔鬼城”由此得名。哈密魔鬼
城，其面积、造型居全国四大魔鬼城之首，据
介绍，每次进去要两辆车以上，否则有走不
出来的风险。我们的 5号车就不幸在“布达
拉宫”前爆胎，大家冒着 40多摄氏度的高温
换备胎，真是此生难忘。由此也对古代的探
险家们心生敬意，据说“唐玄奘”西行也打此
经过，在没有汽车、导航缺失、墨镜防晒霜更
是无从谈起的年代，向未知的远方一路前
行，得有多么无畏、多么坚定！

8 月 14 日，车队由南至北翻越天山，

这是我第二次开车穿越天山，上一次是 6
年前在新疆西部由赛里木湖经果子沟到
伊犁，恰逢九月，山间树木已染上了秋霜，
一束束阳光在林间洒落，变幻出五彩光
影，景色不逊于阿尔卑斯山。

进入东天山又是熟悉的景象，皑皑雪
山、高山牧场、笔直的天山松、散落的毡
房，又有所不同，相对伊犁天山的险峻料
峭，东天山更为开阔舒缓，不禁就想起小
时候去白洋沟天山牧场的情形，相信每个
在乌市长大的孩子都会有相同的记忆吧。

翻越天山进入伊吾县盐池盆地，远远
看到一片紫色的湖，幻彩湖到了，维吾尔
人称其为“吐尔库勒”，意为静谧的湖，含
有大量的盐和芒硝。幻彩湖最奇妙之处
在于它会随着天气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

色彩，奥秘在于湖里含有一种盐生杜氏
藻，会产生血红素。

伊吾县 1.9 万平方公里，2.2 万人口，
平均 1 人近 1 平方公里，好奢侈！穿过没
有一个红绿灯的伊吾县城，向着国境线出
发，目标胡杨林。新疆有很多胡杨林，胡
杨，维吾尔语“托克拉克”，意为“最美丽的
树”，它生命力极为顽强，有惊人的抗干
旱、御风沙、耐盐碱的能力。

驱车进入胡杨林园区，在 50万平方公
里的干涸沙丘上，有九千年历史的胡杨林
顽强地生长着，倒下的枯干之上又发出几
条新枝，凄美苍凉之余感受到死对生的渴
望，生对死的凛然。“生而不死一千年，死
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躯体可
亡，精神不死！ （本报记者 李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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