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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一个由 1698 名学生组成的
巨型天鹅在三门峡白天鹅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展翅起舞。上午 10：30，世界纪录协
会高级认证官张健现场宣布：共有 1698
人申创“世界上最大的人体天鹅造型”世
界纪录成功！

三门峡是全国最大的大天鹅栖息地和
观赏地。本次活动由三门峡市旅游局、共
青团三门峡市委主办，借助三门峡“黄河明
珠、文化圣地、天鹅之城”的地域特色，通过
策划、成功申创“世界最大的人体天鹅造
型”世界纪录活动，调动全民参与创世界纪
录的形式，让所有参与者成为创造世界纪
录的一员，并以此引领大家深刻认识加强

文明旅游意识、生态环保意识，进而爱护动
物、爱护家园都有重要的意义。现场还发

起了“家有童星游学旅游联盟”，将青少年
儿童的游学旅游纵深开展。 （刘春香）

9 月 15 日，开封市旅游委员会主办，
上海景域国际旅游运营集团协办的“开封
旅游+互联网”分享会在开封举行。景域
集团旗下奇创旅游规划、景域营销服务、
驴妈妈旅游网的专家团队依托国际化旅
游运营实战经验，围绕“旅游+”新思路，积
极探讨开封旅游拥抱“互联网+”与其他行
业融合互动。

举办“开封旅游+互联网”分享会活
动，主要目的是在新常态、“旅游+”新理念
下，借助景域集团的先进经验和国际化模
式，充分结合旅游产业的综合性优势，探
索如何更好地树立开封旅游国际化品牌，
发挥旅游业的拉动和融合能力，为相关产
业和领域提供共同发展的平台。

景域集团总裁助理任国才表示，在“互

联网+”时代下，旅游客源由具备“互联网+”
思维的 80 后、90 后游客逐步取代传统游
客。景域集团将整合全国旅游领域高端智
力资源为河南旅游发展出谋划策，加速中原
旅游行业拥抱“旅游+”、“互联网+”。

未来，景域集团将用“互联网+目的
地+资智服务”模式与开封旅委会强强联
合、优势互补，共谋发展新战略。（吕桓宇）

开封:旅游借互联网腾飞

日前,从河南省旅游局获悉，2015 年河
南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第一关笔试已经结
束，接下来第二关面试也将于 11 月 10 日开
考。

巩义市河洛康家——康百万庄园景区
作为现场导游考试的模拟讲解景点之一，对
广大考生作出以下优惠：11 月 9 日之前，考
生凭个人身份证和笔试准考证可享门票 30
元特价；所有来康百万庄园景区参观的考
生，均免费获赠景区面试 5 分钟导游词和康
百万庄园景区面试问答题一份，过关必备。

(索锐)

为喜迎中秋佳节，焦作青天河景区在 9
月 26 日至 9 月 27 日推出中秋佳节门票半价
的特惠政策，同时，特别推出四个赏月地点
让前来青天河游览的游客度过一个难忘的
中秋节，它们分别是：青天河大坝 、滨水栈
道、靳家岭、千年古刹-月山寺。 （王晓君）

记者从 9 月 16 日召开的“此岸
彼岸·首届（2015）台湾旅游文化周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台湾旅
游文化周将于 10 月 21 日 — 25 日
在郑州世外茶城举办。

据悉，本次活动由金水区文化
旅游局与台湾青年企业家交流协
会联合主办。活动主题为“品味传
统·创意当代生活”，包括会展、论
坛、创意市集、创客行等板块，涉及
文创、农创、旅游、茶、手工制作等
内容，旨在促进海峡两岸旅游文化
及创意设计产业的交流与合作，搭
建两岸相关产业综合服务贸易平
台，并借此活动以旅游文化创意产

业的提升来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
级。

本次活动将邀请不同领域的
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郑州，参
加“生活美学”主题论坛。黄大安
柴烧、陶作坊等台湾著名品牌将在
会展中与大家见面，同时，朱仙镇
年画、高浮雕拓片、朱氏彩绘等河
南 非 遗 项 目 传 承 人 也 将 应 邀 参
展。值得一提的是，由我省电台主
持人陶真发起的“真心陪伴”公益
行动将邀请 80 组家庭，在会场举
办“亲子创意市集”活动，充分展示
孩 子 们 精 心 制 作 的 手 工 作 品 。

（张莉娜）

客家古邑、万绿河源、温泉之都、恐龙故
乡、红色经典……9 月 16 日，广东河源市旅
游推介团带着丰厚的旅游产品，走进郑州，
向中原游客发出“欢迎到河源来游玩”的邀
请。

此次推介会由河源市旅游局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何彤带队，河源主要景区参加了现
场推介。推介会以播放宣传片、现场作精彩
推介等多种形式推介了“客家古邑·万绿河
源”丰富的旅游资源、雄厚的客家文化底蕴
及极具河源特色的旅游线路。本次推介会
重点推介的客家古邑——河源的生态休闲，
河源地区华南第一大人工湖——万绿湖、温
泉、恐龙博物馆、客家古村落等轻松好玩的
生态休闲项目,使河南游客充满兴趣。

河源旅游推介会受到了河南旅游界及
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加上这么一句话。郑
州与河源旅游界人士均表示，双方互为客源
地市场，资源优势互补，有良好的合作前
景。接下来要加强合作，实现客源互推，促
进两地旅游业互利共赢。 （陈静）

千人鱼头宴，丹江庆丰收。9 月 19 日，
2015 丹江大观苑（秋获）风情节正式开幕，来
自省内外的 3000 多名游客参加了这一盛
会。

据了解，此次风情节时间为期两天，活
动内容包括“千人共飨鱼头宴”、“秋获”风情
节开幕式及文艺晚会、“丹江夜渔”项目体
验、参观游览丹江大观苑等。游客们在充满
秋收风情的氛围中观赏丹江大观苑风光，分
享水源地丰收的喜悦。水面碧波千倾，天水
一色，奇山异石，独具姿彩，美景美食，令人
流连忘返。 （冷新星）

9 月 12 日-13 日，2015 中国·
宝泉“崖上太行”全国徒步大会举
行。这是全民体育精神的一次展
示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次检阅。
由中国登山协会和河南宝泉旅游
度假区特邀嘉宾组成的代表队参
加了这次比赛。

本次活动主要包括两大类赛
事，分别为 2015 中国·宝泉“崖上
太行”全国徒步大会、2015 中国·
宝泉“崖上太行”全国徒步大会—
宝泉乐水体验赛。

全国徒步大会云集北京、山西
等地的徒步运动高手 1000多名，以
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为起点，终点
为大王庙桥，全程 21公里。宝泉乐
水体验赛赛期 1 天，比赛地点就在
宝泉旅游度假区内，共设缅甸桥、
溜索、水上步行球、皮划艇、龙舟、
潜水、速降七大项目。

宝泉风景区位于辉县市西北
60 公里处的宝泉沟内，其山势险
峻，沟壑纵横；谷深幽静，变幻莫
测。景区内特有的“百里赤壁、万
丈红绫”嶂石岩地貌构成的丹崖、
碧岭、奇峰、幽谷等景观雄浑壮阔，

美不胜收，在落差 100—500米不等
的两层陡崖之间由薄层砂岩、页岩
形成的天然栈道深秋则层林尽染，
远眺连绵群山峰峦叠嶂，俯瞰赤壁
丹崖如屏如画，是理想的徒步行走
步道。景区内双龙瀑、见龙瀑、跃
龙瀑、飞龙瀑等瀑布成群。形态各
异的瀑布组成的中华千瀑谷被赞
誉为“中原最大瀑布群”。

这一全国性旅游+体育活动
赛事的举办，向全国的户外爱好者
们展示了宝泉旅游度假区的大美
风光。“我们希望借助这类活动，让

‘崖上太行’成为新乡的旅游新名
片，让更多的人认识宝泉，走进河
南！”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总经理
张海明说。 （刘春香）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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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诗·九卷》节目太棒了，我们从功
夫了解了中国，从你们的演出中深刻感受到
了中国文化！“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
塔勒布·瑞法依对来自河南洛阳的一台演艺
节目如此评价。

当地时间 9 月 14 日晚上 8 时，美国哥伦
比亚麦德林市马约尔广场（PLAZA MAY⁃
OR）展览馆黄色展厅，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第 21 届全体大会“美丽中国之夜”大型宣传
推广活动在这里举行。由河南省旅游局选送
的中国首部国学修行剧《功夫诗·九卷》作为

“美丽中国之夜”的唯一表演节目，引起了巨
大轰动。参会者把手机、相机、摄像机高高举
起，掌声、欢呼声、尖叫声不绝于耳，独特的中

国气质点燃了所有人的激情。
《功夫诗·九卷》是一部将功夫演化成

诗、将攻击性转化成创造性的艺术功夫剧，
它将中国传统功夫与世界艺术元素相融合，
成为世界舞台上一面折射中国文明的镜子，
也成为近两年游客到洛阳必看的演艺节目。

活动由中国国家旅游局主办。中国国
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美丽中国之夜”的
致辞中说，“今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
河南省准备的精彩演出——中国功夫。风
靡全球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诠释的是儒释
道思想精髓，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最高追
求，相信一定能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想
您一定有学两招的冲动，更有到中国去旅游

的冲动。”
国际民航组织驻加拿大代表拉尼娅是

华裔，她在看了《功夫诗·九卷》的表演后说，
节目太让人震撼了，同桌的外国人因为她是

华裔而向她表示祝贺，她为此感到骄傲。
中国驻哥伦比亚前大使、麦德林市孔子

学院中方院长高正月说，孔子学院和《功夫
诗·九卷》有同样的使命，那就是向世界传播
中国文化，我们为祖国有这样的精彩节目而
倍感自豪。河南是全球功夫之乡，以少林
拳、太极拳为首的中国功夫，是中国走向世
界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
化的一把钥匙，更是河南旅游头等重要的品
牌。正如《功夫诗·九卷》制作人于洋说的那
样，《功夫诗·九卷》作为河南省的重点文化
旅游项目，其走出去表演，必将成为一扇窗
户，使河南旅游与《功夫诗·九卷》共同走向
世界。

打开河南旅游走向世界的一扇窗
——《功夫诗·九卷》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第 21届全体大会引起轰动

本报记者 刘春香 9 月 19 日，冠名为“洛阳白云
山号”的“洛阳—北京西”专列从洛
阳首发，开往首都北京。从即日至
9 月 30 日，“洛阳白云山号”(K269/
270 次列车)乘客凭车票前往白云
山景区，可享受免景区门票优惠。

据洛阳白云山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兰海波介绍,
8 月 26 日，洛阳白云山景区和郑州
铁路局签署列车冠名广告协议，白
云 山 景 区 以“ 洛 阳 — 北 京 西 ”的
K269/270 次列车为宣传载体，扩
大白云山景区宣传范围。该专列
车身喷涂“洛阳白云山号”字样，卧
铺卡是白云山景区的秀美风光，通
过免费 WiFi 宣传白云山景区。列
车在停靠站播放白云山宣传广告，
代销白云山景区门票。该文化旅
游列车的开通，将进一步拉近洛阳
白云山与京津冀游客的距离，带给
列车乘客全新的旅游体验。

为庆祝“洛阳白云山号”冠名
列车的开通，从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乘坐“洛阳白云山号”列车的乘
客凭列车车票前往白云山景区游
览，可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此前进

行的“1 元畅游白云山”活动继续
进行，三门峡、运城、济源 (9 月 26
日前)，许昌、漯河、南阳 (9 月 30 日
前)，洛阳、西安 (10 月 8 日到 10 月
21 日)，郑州、开封 (10 月 15 日到 10
月 28 日)的游客可在指定时间段内
持有效身份证件享受门票 1 元的
优惠(不含交通换乘费用)。

洛阳牡丹甲天下，白云山水冠
中原。此次“洛阳白云山号”的开
行，通过图像、声音、文字的综合传
播，形成了列车冠名品牌传播连环
效应，让旅客未到其山先见其景，
未到其地先闻其声，未临其境先感
其情，为游客营造一个休闲轻松的
乘车环境。白云山景区发展再次
搭上了旅游快车。

9 月 19 日，淇县云梦山草原风
情文化节盛装开幕，来自菏泽、邯
郸、郑州、濮阳、安阳等省内外的
60 多个旅游团队及数千名游客沉
醉在山顶草原的异域风情中。

风情节上，蒙古族专业团队的
特色歌舞表演吸引了广大游客的
眼球，声势浩大的马队迎宾，甘洌
醇香的下马酒，激动人心的马术表
演，扣人心弦的摔跤表演等，使游
客感受到浓郁的大漠风情，骑马、
射箭、品奶茶、祭敖包等项目深受
游客青睐。

“走过许多地方，像云梦山这
样拥有壮观山顶草原的，还是头一
次看到。”来自河北的贺女士由衷
地感叹，“在这里骑马射箭，看草原
风光，感觉很开心！”

云梦山景区山水秀美、文化厚
重，草原风光资源独特，举办云梦
山草原风情文化节，是深入挖掘云
梦山军事文化内涵、提升云梦山整

体形象、打造景区草原文化旅游品
牌的一项重要举措。是以节扬名，
提高淇县旅游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是以节交友，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
载体；是以节促旅，推动旅游发展
繁荣的重要手段。

据悉，云梦山草原风情文化节
为期 20 天。其间，每天都将上演
马队迎宾、敬献“下马酒”、赛马表
演、摔跤表演等精彩纷呈的旅游活
动。同时，帐篷篝火狂欢晚会可以
让您在空中草原体验篝火狂欢、自
助烧烤、露宿帐篷的别样草原风情
之夜。 （张小燕）

秋 风 送 爽 庆 团 圆 ，中 秋 、十 一 怎 么
玩？鸵鸟园里有新鲜——好看、好玩、好
吃，又有好礼相送的金鹭鸵鸟园，为您列
出必去的 N 个理由。

丹桂满园香，红叶披霓裳，正是金鹭
鸵鸟园最美的季节。这里 1400 多亩生态
休闲林描绘出童话般的烂漫秋季。野炊、
帐篷、自助烧烤、恐龙探险、水上狂欢、与
鸵鸟宝宝亲密接触，是温馨家庭一日游静
心、休闲、放松的首选地。还有，厚重的恐
龙鸵鸟文化、美味健康的鸵鸟佳宴、好玩
刺激的游乐项目、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丰厚的精美礼品让您嗨翻天。

双节精彩活动，免票、优惠连连看：
1.喜迎双节，免门票：双节期间，凡 9

月 27 日 、10 月 1 日 出 生 或 名 字 中 含 有
“中”、“秋”、“国”、“庆”的游客凭有效证件

可免票入园。
2.花样项目轮番玩：看鸵鸟、探恐龙，

各样项目自由狂欢；精彩文艺，助兴展演；
满园秋色，硕果累累，游客可以亲手采摘
花生、玉米、红薯、大枣等。

3.买即送：凡购买鸵鸟蛋即送景区电
子门票，享受免费入园；微购票送 50 元电
子优惠劵，购买鸵鸟蛋现场抵用。

4.微粉互动免现金：国庆节期间，在金
鹭鸵鸟园微信公众平台抢门票优惠劵，购
买门票抵现金。

5.产品优惠展销：金鹭鸵鸟园微商城
与景区齐连动，鸵鸟肉、鸵鸟蛋、茅江酒等
系列产品优惠大展销。

6.智慧服务畅通游：无需现金，一部手
机，即可开启购票、购物的智慧之旅。

服务电话：0371—66873298 66712182

地址：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五
大街南段

公交线路：火车站西广场乘游 51 路直
达、紫荆山乘 727路

自驾车路线：航海东路或南三环到十
五大街南拐按鸵鸟园路标行驶即可

好看、好吃、好玩，又有好礼相送

双节，必去鸵鸟园的 N个理由

旅游＋体育 全民嗨起来
——中国·宝泉“崖上太行”全国徒步大会举行三门峡：1698人同跳天鹅舞

品味传统 创意生活
——2015台湾旅游文化周新闻发布会召开

从千年帝都 到首都北京
——“洛阳白云山号”文化旅游专列首发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安栩良

登云梦之上 享草原风情
——云梦山草原风情文化节盛装开幕

9 月 20 日，内乡县衙推出《中国楹联文
化展》，并对广大游客开放。

楹联是植根于汉语和汉字土壤中的特
有艺术形式。为更好弘扬中国古代楹联文
化和内乡县衙优秀官德文化，内乡县衙按四
个展室五部分展示楹联发展历史、楹联知
识、楹联故事等。展览以木板年画模板、制
做木板年画的木工工具及木板年画印刷工
具、历代楹联书写工具、楹联工具书、各种印
章和竹、纸绢、烙画等材质雕刻对联等实物
充实展览，并利用电子触摸屏、3D 投影仪、
电子互动设备提升展览效果。《中国楹联文
化展》的推出，不仅可以使广大游客在益智、
益趣中通过经典之作更好地了解中国楹联
发展史，并从中汲取到有益的营养价值。

（苗叶茜 鄂磊）

活动地点：
洛阳—栾川—老君山风景区

特惠A费：58元/人
含价值 80 元门票一张、价值

128 元老君山月神祈福券一张及价
值 60元的中秋团圆宴酒水+餐费
活动主办：宋河集团 洛阳老君山
景区 大象融媒
活动承办：河南电视台《乐游天下》
中部自驾旅行网
报名热线：0371-88886102
活动时间：9月 26日—9月 27日

中秋团圆夜 福满老君山

自驾线路：
郑州-郑少洛高速（或连霍高

速）-转洛栾高速-直达老君山
郑州营销中心：0371-86109230
景区咨询电话：400-965-0318
老君山网站：www.laojunshan.cn

★携家人一起参观富有自然文化气息
的老子文化苑、寨沟、追梦谷等景点。在山
尖金顶一览众山，中鼎云涌间心旷神怡。赏
美景，尽享天伦之乐，过不一样的中秋佳节。

★夜观拜月神仪式，发扬古老的祭月
传统，在老君山神圣的云海中，在布满星
辰的夜空下，祈求月神降福人间，祈愿家

人幸福平安。
★品尝老君山中秋团圆宴，老子像前，

千人共赴美味佳肴，欢声笑语，谈笑风生，
成就天下第一中秋团圆宴的壮观画面！

★中秋晚会，专业表演，美轮美奂，视
觉盛宴。只需投入热情与奔放，尽情歌
舞、快乐游戏，免费参加，奖品拿到手软。

中秋佳节之际，宋河集团联合老君山景区，邀您共赴天下第一团圆宴。

内乡县衙推出楹联文化展

“万绿河源”推介会走进郑州

丹江大观苑邀您吃鱼

青天河推出中秋门票优惠

康百万庄园助力导游考生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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