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8 日—11 月 18 日，为期一个月的中国（开封）第 33 届菊花文化节正在盛展中，清明上河园景区作为本届菊展
的主会场，其国际菊展更是惊艳世人，博得了游客的一致好评。据悉，10 月份该景区共接待游客 60 多万人次，实现了

“文化+旅游+节会”的巨大魅力。 （刘永海 李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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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西峡龙潭沟

日前，在国家文物局“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主题展览项目征集活动中，
内乡县衙《中国楹联文化展》荣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

为提升博物馆陈列展览质
量，发挥博物馆在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阵地作用，国家文物局自 4
月份启动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
展览项目征集活动。来自 23 个

省（区、市）申报的 37 个主题展览
项目中，经专家评审，最终确定 12
个入选项目，内乡县衙《中国楹联
文化展》成为河南省博物馆系统
中唯一入选项目。

内乡县衙《中国楹联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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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楹联文化，并从楹联这一传统文
化中汲取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中有益的营养价值。

（苗叶茜）

10 月 31 日 ，由 焦 作 市 旅 游
局、博爱县人民政府主办，上海景
域国际旅游运营集团、博爱青天
河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联合承办的
2015 中国博爱“全域旅游+”高峰
论坛在焦作市博爱县举办，在论
坛结束后，青天河景区与上海景
域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谢玉安

接见上海景域集团旅游专家团
队，围绕焦作打造中国养生地、培
育世界太极城，加快服务业发展，
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双方
就加强文化产业开发、打造高端
旅游产业、建设智慧旅游平台、发
展“互联网+”全域旅游、驴妈妈国
际旅行社落地焦作等进行了深入
沟通交流。 （王晓君）

深秋的龙乡西峡县，旅游市场依然火
爆：老界岭红叶摄影大赛吸引省内外 200 多
名摄影爱好者云集，他们用快门记录下五彩
斑斓、万叶飘丹的唯美画卷；银杏文化节期
间的文学诗会、书画作品展、摄影展、银杏艺
术作品展、文艺表演、品尝银杏果等活动，让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游客体验了银树沟
景区千年银杏树群的无穷魅力；二郎坪镇栗
坪村山茱萸观光园等乡村景点，更是让纷至
沓来的游客体验到乡村休闲游带来的别样
滋味……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省乡村旅游提升与
旅游扶贫推进会上，西峡县跻身“河南省乡
村旅游示范县”，昔日这个“八山一水一分
田”的穷乡僻壤在“旅游扶贫”政策的推动
下，却成了游客神往的“最佳旅游目的地”。

西峡地处八百里伏牛山腹地，是南水
北调中线主要水源涵养区，森林覆盖率达
76.8%，被誉为“天然氧吧”、“绿色心脏”。
境内有“中原一绝”龙潭沟瀑布群、“中原第
一峰”老界岭、“世界第九大奇迹”恐龙遗迹
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天生丽质”被
“养在深闺”，鲜为人知。“有资源不开发，就
等于守着金山银山过苦日子，打造全域旅
游、实施旅游扶贫就是为世代居住在深山老
林里的群众找到了致富的‘金钥匙’。”西峡
县委书记李德成说。该县在编制《西峡县扶
贫搬迁三年行动计划》、《西峡县定点扶贫规
划》等配套文件和规划时，着重把发展乡村
旅游纳入其中，启动了“全国旅游标准化示
范县”创建工作，致力打造县城东部特色农

业观光、北部沿 311 国道旅游配套服务和北
山四乡镇移民新村建设“三条环线”。

太平东坪村农民尹青云原来居住在一
个偏僻的山坳里，2012 年，县里提倡生态移
民扶贫搬迁，在镇村的统一规划下，尹青云
一家搬迁到老界岭景区山下，建起了一座小
洋楼，能容纳 48 张床、100 多人就餐。如今，
在外工作的儿子儿媳也回来经营农家宾馆，
年收入达 50 多万元。如今在尹青云的带动
下，该村拥有界岭山庄、休闲山庄等 56 家不
同风格的农家宾馆群的美丽山村，全村三分
之二的群众都办起了农家宾馆，村民年人均
收入达 3万元以上。

“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村的农家宾馆
就不可能形成现在的规模。”东坪村支部书
记吕大敏介绍，为支持发展旅游脱贫致富，

县里出台优惠政策，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扶
持，县相关职能部门，对路网、通信、用水、供
电、标识标志等基础设施一次性免费配套到
位。目前，该县已发展农家宾馆 800 多家，
全县 6 个乡镇、40 多个旅游专业村，10000 多
名农民变成了小老板、经纪人。2014 年，全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1500 元，贫困村比
2012年减少 7个，贫困人口减少 11927人。

“打造全域旅游、实现强县富民没有‘休
止符’。我们将以荣获全省乡村旅游示范县
为新的起点，瞄准国内知名休闲度假旅游目
的地和豫西南重要旅游集散地，致力资源大
整合，品位大提升，推动西峡旅游加快转型
升级，让旅游扶贫真正为群众带来实惠。”西
峡县县长孙起鹏的这句话，为西峡旅游扶贫
的持续发展找到了最好的注脚。

西峡：“旅游扶贫”美了乡村富了农民
本报记者 朱天玉 本报通讯员 封德

诗画山水扮靓巩义，如锦霜
叶映衬竹林。长寿山景区依然是
车水马龙、游客如云。

10 月 24 日，巩义市推进旅游
业发展现场观摩会在巩义市竹林
镇召开。巩义市委书记徐相锋从

“看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三方面
对“创新创造、敢为人先、持之以
恒、锲而不舍”的竹林精神给予充
分肯定，并提出：巩义要以竹林镇
为榜样，转变思维方式，深挖文化
内涵，加快山水宜居城、现代工业
城和历史文化城建设。

据悉，长寿山景区位于国家
可持续发展试验区竹林镇。近年
来，竹林镇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大
力实施“旅游兴镇”战略，不断丰
富长寿文化、养生文化、孝道文
化，真正做到了发展为民、旅游富
民。重阳节期间，长寿山举办的
孝老敬亲暨红叶节活动，展示了

“红叶”旅游品牌精髓及乡村旅游
发展的内涵，吸引了数以万计的
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长寿山景区火爆的场面，只
是竹林镇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
当日，与会代表到长寿山实地观
摩之后，纷纷发出感叹。在当天
下午召开的推进旅游业发展交流
会上，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旅游规划中心主任贾晶建议，要
强化旅游业发展中的文化创意，
融合时尚元素，让悠久的历史文
化活起来；要做好旅游发展中的
产业融合，要创新思路，衍生新的
产品和业态；要提高公共服务水
平，加快智慧旅游建设步伐，要保
护好乡村景观意境，力争保持景
区的原汁原味。

“巩义旅游发展要在科学规划
旅游产业、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努
力打造精品品牌、突出抓好宣传
营销上取得突破。”在谈到下一步
工作打算时，巩义市文物和旅游
局局长秦文坦告诉记者，“我们要
以文物安全为重心，以旅游发展
为目标，不断加大历史文化遗存
保护和开发力度，加快建设伊洛
河旅游产业带、南部山区自然风
光旅游线、北部历史文化旅游线
和康店明清文化名镇、站街唐文
化名镇、河洛文化名镇、新中生态
旅游名镇，着力打造中原地区重
要的旅游集散中心、全国一流的
旅游目的地。”

“学习竹林经验，把旅游业放
在应有高度，要真抓实干，抢抓机
遇，努力实现旅游产业发展新突
破。”巩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贺传伟坚定地说。

以竹林为榜样
加速“三城”建设

——巩义市推进旅游业发展现场观摩会召开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景龙

观大洞山春色、赏潘安湖夏景、聆茱萸秋
禅、品督公湖雪韵……10 月 30 日，“金秋贾汪
旅游郑州专场推介会”在郑州市举办，来自省
会的主要旅行社、主流媒体代表共同分享了

“休闲慢城”贾汪的优秀旅游资源。
据悉，贾汪区位于徐州市东北 38 公里、

苏鲁两省交界处，山水旅游资源丰富独特，
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风光旖旎，人文荟萃，
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近年来，贾
汪区坚持“旅游兴区”战略不动摇，围绕潘安
湖、大洞山、督公湖、凤鸣海等重点景区，高
品质打造淮海经济区“休闲慢城”，旅游品牌
形象稳步提升，并先后荣获了“中国休闲小
城”、“全国休闲旅游示范区”等称号。城里
城外、山间水边，移步换景、人走景移，徐州
的后花园、一幅大美贾汪新画卷，正绽放魅
力。

推介会上，贾汪区通过 PPT、宣传片等形
式，生动形象地介绍了各景区概况以及精品
旅游线路。

贾汪区旅游局局长闫海表示，此次在河
南郑州举行旅游推介活动很有意义。双方
将加强旅游合作，整合旅游资源，互推旅游
线路，共同促进两地旅游业互利、互惠、共赢
发展。 （张莉娜）

高台花鼓、黑泥走秀、现场挥毫……
10 月 28 日，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
局 在 河 南 郑 州 举 行 运 城 旅 游 推 介 会 ，

“十八般武艺齐上阵”，向热情好客的中
原人民展示“古中国·新运城”的风采，
并发出——“诚信之邦、大运之城欢迎
您”的诚挚邀请。

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局长
李苏杰说，山西运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
发祥地，五千年华夏文明底蕴深厚，积淀
丰富。近年来，运城市大力打造以“古中
国”为标识的国际旅游目的地。“一缕曙
光”、“一堆圣火”、“古老盐池”、“后土圣
母”、“关公故里”、“中条山水”及特色美
食，充分展现了运城的无限魅力。

当天，运城永济市市长廉广峰率领
永济旅游推介团，和运城死海、关帝庙、
李 家 大 院 等 景 区 一 道 ，依 次 作 现 场 推
介。推介会不仅呈现了河东美景，还奉
上了一道颇具河东特色的视听盛宴，与
会者纷纷惊叹：旅游推介会竟可以办得
如此火爆、动人！

推介会采用现场推介和文艺演出相融合
的方式，展示“古中国”风采，树立“新运
城”形象。运城盐湖景区的俊男靓女现
场黑泥走秀，火爆现场；梅花奖得主贾菊
兰现场双笔手书更是引爆全场，掌声雷
动；一曲曲《河东汉走四方》、《这里最早
叫中国》等歌曲唱出了河东人的豪迈；最
后，来自稷山的高台花鼓继惊艳北京人
民大会堂后，又一次敲响中原大地，使整
个推介会推向高潮。

运城 13 个县（市、区）、13 家重点旅游
景区参与了推介活动，参加推介会的嘉
宾将近 300 人。现场嘉宾对运城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旅行社代表纷纷表示，运
城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积淀令人
震撼，运城旅游的奖励政策也同样“给
力”，两地交通便捷，2 小时可达，有信心
打造郑州直通运城的精品旅游线路。媒
体代表称，将不遗余力把运城的山山水
水、人文历史推介给广大游客。

据悉，此次运城旅游针对郑州旅行
社出台了输送游客的奖励政策，全市景

区对 60 岁以上老人免票。运城旅游资源
密集的永济市针对郑州市民推出 20 元旅
游套票政策。郑州、运城两市将不断深
化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市场联动、信息互通，力争成为区域
旅游合作的典范。 （朱传玉 屈艳）

古中国 新运城
——山西运城旅游推介会在郑州举办

眼下，淅川县丹江香严寺景
区正精心排练实景剧《接驾》，以
迎接建寺 1300年的到来。

据悉，该实景剧以唐宣宗李
忱削发潜隐香严寺 7 年后回京继
位的史实为题材，聘请河南知名
导演沈致行执导，聘请专业演员 8
人、社会演员及景区员工 60 多人

参与排练，艺术地再现了众臣迎
请李忱辞别香严寺、乘辇归京的
皇家威仪，真正达到了还原历史，
再现大唐辉煌，展示皇家寺庙风
范 的 效 果 ，为 庆 祝 香 严 寺 建 寺
1300 年烹制了一道文化大餐，同
时也拉开了建寺大典系列活动的
序幕。 （高凡 冷新星）

运城盐湖景区的黑泥走秀火爆全场运城盐湖景区的黑泥走秀火爆全场

11 月 1 日晚，在浙江省举行的“2015 中国
（国际）休闲发展论坛”暨第十七届西湖博览
会上传来喜讯，“2015 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
坛”的重要奖项——“2015 年度最具创意休闲
城市”揭晓，河南济源市获此殊荣。

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是中国最早
的以休闲为主题的国家级大型论坛，集国际
性、权威性、学术性、互动性和多元化于一
体，现已成为中国最为瞩目的休闲盛事之
一。经“2015 中国（国际）休闲发展论坛”推
选委员会一致举荐，新浪网、中国小康网网
友票选，和论坛组委会同意，济源市最终成
功入围“2015 年度最具创意休闲城市”。

济源是愚公移山故事的发祥地。从去
年以来，济源市全面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
略，从全地域、全领域、全过程入手，谋求实
现产业融合、产城转型。境内王屋山、五龙
口、黄河小浪底、黄河三峡、小沟背、济渎庙、
九里沟等景区风光旖旎、交相辉映。市区内
旅游设施完善，创意休闲、文化回归成为都
市旅游一大亮点。

在本届论坛上，杭州、拉萨、贵阳、南宁
等 10 个城市被评为 2015 中国十大活力休闲
城市。 （李虹澄）

淅川香严寺排练实景剧《接驾》

青天河景区举办全域旅游高峰论坛

内乡县衙楹联文化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诗画徐州 最美贾汪
——徐州贾汪旅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0377-69778999

济源荣膺“最具创意休闲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