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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方城，秋色浓浓。
中国摄影杂志社走进国家

AAAA 级景区——七峰山摄影采
风大赛活动于 11 月 6 日在七峰山
生态旅游区举行，全国广大摄影
爱好者的踊跃参与，本次大赛共
评出了 30 名在七峰山创作的摄
影佳作，同时，中国摄影杂志社向

“七峰山 AAAA 风景区”授牌“首
家《中国摄影》采风创作基地”。

方城县七峰山生态旅游区是
集高山滑雪，旅游观光，养生度假
为一体的大型四季旅游胜地。七
峰山属于伏牛山山系，是伏牛山

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区域，也是
省级森林公园。七峰山系方圆约
105 平 方 公 里 ，形 成 于 1.5 亿 年
前。主景区面积约 40 平方公里，
七峰山主峰海拔 768 余米，为方
城县最高峰。 （朱天玉）

轻点手机，即可网上购买景区门票，展示景区信
息，实现电子导游服务……近日，康百万庄园借助智
慧景区建设优势，把互联网和大数据融入管理和服务
之中，通过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新媒体渠道，
发布旅游信息及温馨提示，全力保障旅游服务质量，
互联网与旅游融合效应初显。

自 2010年以来，“智慧旅游”掀起了一股旅游新风。
借助互联网，康百万庄园把建设“智慧旅游”景区作为旅
游业转型升级的新突破，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完善
旅游服务体系，以系统化和智能化技术大力推进康百万
庄园“智慧旅游”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目前，康百万庄园微博、微信粉丝已超过两万人，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度增加 3000 多人，总浏览量及
点击量达 3 万人次，“智慧旅游” 建设效果显著。接下
来，康百万庄园将进行景区 WiFi 应用建设，完善景区
WiFi 应用和 3G/4G 网络应用环境，免费 WiFi 覆盖区
域以售票处、游客中心、停车场、主要景点等人流集中
的节点，让游客能够通过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获取
旅游信息服务。并逐步完善智慧旅游营销体系，建设
在线旅游营销信息发布和旅游服务在线交易，推动康
百万庄园景区旅游信息化建设上新台阶。

(焦吉红 赵康磊)

红 烧 鲤 鱼 、农 家 炒 肉 、槐 花 炒
蛋 ……一道道美味佳肴端上农家餐桌,
引来啧啧称赞。

11 月 5 日，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
樱桃沟的百泉庄园，二七区首届乡村旅
游厨艺大赛正在进行。烹出这些美味
的并非星级酒店大厨,而是二七区 13 家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选送的“乡村厨师”。

据介绍，为加快美丽乡村建设，促进
农家特色菜肴不断创新、发展和提升，打
造一批独具特色的农家系列品牌菜，二七

区文化旅游局、樱桃沟景区管委会决定主
办首届厨艺大赛，并将大赛主题定为“寻
找乡野美味——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在现场，13 家农家，数十名厨师展
开了激烈的厨艺大赛,饭菜的香味弥漫
在百泉庄园。在为期两个多小时的角
逐中，选手们分别制作两道菜肴，一道
为指定菜——红烧鱼，另一道则为自选
菜。当每道参赛菜肴端上来，担任评委
的中国烹饪大师张喜才、焦春都细细品
尝，并按照质、形、味、香、色等标准打出

分数。除专家评委，主办方还专门邀请
群众评委，从一名普通食客的角度为参
赛作品作出评价。经过严格评定，最
终，来自毛家湾的厨师李万斌烹制的红
烧鲤鱼和吊锅鹿肉获得评委们一致好
评，被授予特等奖。

专家指出，随着休闲旅游时代的到
来，人们更喜欢回归自然，品尝原汁原味
的农家菜肴。周末或节假日，游客来樱
桃沟游览时，尝尝农家特色也是不错的
选择。 （何磊 董阳）

国家 5A 级景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开封
清明上河园，提前两个月，完成去年全年游客总接待
量，再一次刷新了经营的业绩。

今年 1—10 月份，清明上河园景区共计接待游客
239.3 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17.8%，超过去年全年接待
量 10 万多人，表现出文化主题景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
响力。

一直以来，清明上河园秉承“再现千年历史画卷，
建设国家精品景区”的质量方针，以 5A 标准为基础标
准，不断在强化服务理念，提升景区品质方面创新与
超越。在做好日常服务的同时，强化品牌引领作用，
不断提升景区的品质和内涵，打造日臻完善的产品体
系，推出精彩纷呈的节庆活动，始终以游客为关注焦
点，全力铸就游客满意体验，使得今年的经营呈爆发
性增长态势。 （李琦)

南阳不但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桐柏秋季红叶也独具魅力。

目前，随着红叶旺季的到来，
桐柏红叶景区游客日益增多，渐
渐迎来了红叶观赏的高峰时期。

享有中原“红叶之都”美誉的
桐柏红叶景区是桐柏县实施生态
立县战略，发展生态旅游所打造
的又一精品景区，于 2012 年成功
招商引入民间资本开发建设，总
体规划面积达 95.8 平方公里，红

叶主要是黄栌，间有野枫、柿树、
木梓树等树种，春则翠如鹅黄，夏
则墨绿浓郁，秋则锦绣璀璨，铺天
盖地，间有青松点缀，整个山体如
同美女红裙束身。

桐柏红叶景区规划分为门景
综合服务区、滨水休闲度假区、红
叶观赏区、山林体验区、奇石览赏
区五个区。目前基本具备大型旅
游团队的接待能力。

（仝宣 朱天玉）

“挖掘民俗特色，讲好老家故
事”，11 月 6 日，由河南省旅游局
主办，开封市旅游委员会、平顶山
市旅游局、周口市旅游局、漯河市
旅游局、驻马店市旅游局联合承
办的老家讲坛活动，在驻马店市
嵖岈山温泉度假酒店如期开讲。

省旅游局副局长倪豫州到会
致辞。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叶舒
宪、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河南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夏挽群、电
视剧《大国医》编剧孟宪明、开封
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旭东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

孟宪明认为，我们生活在一
个传奇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
最不讲道理的是文学，最讲感情
的是民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夏挽群教授说，我们不反对
城市化建设，我们在乎对人类内
心精神的构建，反对精神文化的
断层。

开封、漯河、平顶山、商丘、驻
马店五市旅游局长和与会民俗专
家通过高端对话，挖掘整理河南
民俗文化，聚焦传统民俗的传承
与创新，丰富和提升河南旅游文
化内涵，完善“老家河南”品牌体
系，向世界讲好老家故事，讲好河
南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据介绍，“老家河南·民俗传
奇——老家故事民俗之旅”也随
着 11 月 6 日“老家讲坛”的召开进
入高潮。11 月 2 日至 5 日期间，由
著名民俗专家、旅游达人和知名
网络媒体组成的“老家故事民俗
之旅采风团”先后走进了大宋皇
城开封、羲皇故都周口、许慎故里
漯河、中国曲艺发源地平顶山、传
奇之都驻马店去发现民俗之美，
感受老家故事。

“老家河南·民俗传奇——老
家故事民俗之旅”从民俗的角度
向世界呈现一个充满故事的老家
河南。 （耿伊娜）

11 月 6 日，以“一年四季在宜春”为主题的江西旅
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当天，江西宜春市旅行社协会
分别与郑州、洛阳、开封、新乡四市旅行社协会共同签
署《旅游框架合作协议》，5 市将常态化交流机制，努力
实现旅游资源、客源资源的共享与互补，共拓旅游新
市场。

此次旅游推介会在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指
导下，宜春市沿用“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市场运作
模式，继在三亚、武汉、广东等地成功举办推介会后，
再次组织重要旅游景区到河南开展宣传推广。

据悉，宜春旅游资源丰富，生态优美，是全国第一
批生态试点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56.97%，空气质量
达到国家标准，有“天然氧吧”之称。宜春市以“一年
四季在宜春”为旅游宣传口号，精心策划了“春看花、
夏避暑、秋赏月、冬泡泉”四季旅游精品线路，吸引游
客到宜春旅游。

推介会上，江西明月山、禅博园、靖安三爪仑、中
国古海养生旅游度假区、奉新百丈山等旅游景区代表
图文并茂地介绍各自特色旅游产品，展示了丰富多彩
的旅游产品。现场还组织抽奖活动，向河南旅游同行
送出了以上景区门票以及旅游套票。 （张莉娜）

近日，家住淇县高庄村的臧先
生在自家打井时，打到地下 20 余米
深处，偶然发现一个神秘天然溶
洞，洞高 3 米，宽 6 米，长 1000 余米，
宽敞深邃，千姿百态的石花、石幔、
石笋、石钟乳更是琳琅满目、引人
入胜，宛若一个保存完好的地下宫
殿。

据淇县地方志记载，1976 年在
离臧先生家 2 公里处，群众打井时

发现溶洞，长 1200 余米，蜿蜒而下，
钟乳石、石笋、石花随处可见，洞里
的支洞内滴水叮咚。那么这两个溶
洞是否一脉相通，有待专家进一步
考证。

鹤壁市地质专家李先生介绍，
溶洞多在山腰等处，在地下发现极
为罕见。目前，当地旅游、地质部门
正进行现场考察，谜底有待于进一
步揭开。 (张小燕)

白 云 之 下

村民打井现溶洞 有望成为新景观

“双十一”即将到来，河南丹
江大观苑连续五天开展优惠活
动，迎接各地游客到来。

据悉，本次活动时间从 11 月
9 日—11 月 13 日。其中，11 月 11
日当天，前 11 名游客将穿上景区
提供的统一服装，手举“光棍宣
言”牌，大声喊出光棍宣言或演唱

《单身情歌》，景区发“光棍证”一
张，游客用手机扫描丹江大观苑
二维码后，凭“光棍证”即可以 11
元 购 买 原 价 为 168 元 的 景 区 门
票。活动期间，景区还特意为住
宿游客提供了优惠，游客在这里
可享受到超低住宿折扣。

（冷新星）

近日，位于卧龙区七里园乡
的南阳月季博览园，在南阳市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 A 级景
区创建工作会议上被评为 AAA
级景区。

南阳月季博览园位于南阳市
北郊，已投资 1.2 亿元，完成一期
建设面积 1000 余亩，种植名优月
季品种 1200 余种，目前是国内最
大的集吃、住、游、购为一体的月

季主题游园，两年来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专家、考察团队等达到
100 多万人次，经过不断持续宣
传，南阳月季博览园已在中国花
卉旅游行业内有了一定的影响
力。特别是在 2015 年南阳月季
花展期间，南阳月季博览园以其
独特的魅力得到了业内专家和各
级领导一致好评，被专家称为“中
国最美的月季园”。 （朱天玉）

老家河南故事多
民俗特色深挖掘

樱桃沟里农家乐 “乡村厨师”赛厨艺

清明上河园:
提前两个月完成去年接待量

巩义康百万:智慧旅游显成效

江西宜春:中原“卖”风景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有大片灰
暗阴影映在连绵不断重重起伏的山川
之间，姿态万千，变幻莫测，当地人说，
那是云的影子。

在平均海拔四五千米的青藏高原，
白云在如此澄净的空气和强烈的紫外
线下也无处遁逃，将影子尽情挥洒，与
山峦共舞，与碧草相随，与牛羊为伴，在
这片高寒贫瘠的土地上演一种粗犷的
浪漫。

当火车减速驶入拉萨站时，就可以
看到布达拉宫，静静地洁白地矗立在远
处，背倚山川，面对城市，居高临下俯视
着整个拉萨城区，仅仅一眼，就让我生
出无限膜拜之情。煨桑炉在寺庙前散
发着阵阵白烟，金碧辉煌的庙宇中能听

到僧人们浑厚富有韵律的诵经声，香火
旺盛，酥油灯散发阵阵奶香，与藏香燃
烧的药材香气杂糅在一起，昏黄柔和的
灯火照映的庙堂中万千佛像凤眸含威，
红唇丰颊，金身华丽，珠玉生辉。

我想，只有纯净的空气，纯净的山
水才会育出这里一切纯净的生灵。生
活在高原上的动物，以这里长出的高山
草甸为食，饮高山冰雪融水，生在大山
大川之间，目睹蓝天白云美景，高原上
的动物被赋予了灵气，牦牛在街边吃
草，牧羊犬不鸣不吠，人与动物悠闲和
谐，自然才是这里的主流。

藏族姑娘的眼睛会让我想到纳木
错的湖水，湿漉漉干净净，比天空更蓝
更清澈，有海鸥滑翔，有晴空白云相连，

海一样广阔幽深，酒一样冰凉清冽，粼
粼波光映出高原上的湖光山色，天光云
影，让人心静得能听到高原上的风，也
美得让人面对着湖泊流下泪水。

白云之下，经幡烈烈，溪水声声；白
云之下，喇嘛白塔，金顶璎珞。

没去过西藏的人永远都不会高估
她的魅力，顺着 318 国道，一路上，有磕
长头的虔诚信徒，有徒步进藏踽踽独行
的旅人，有全副武装蹬车而来的驴友，
有千里迢迢驾车入藏的人。青藏、川
藏、新藏、滇藏，公路、铁路、航线，所有
人都不约而同朝着同一个目的地进发，
然后无比虔诚地匍匐在这片雪域高原
上，感受着万丈佛光，给予世人的无限
慈悲。 （李诗阳）

南阳月季博览园荣膺 3A景区

南阳桐柏县 红叶展风采

方城七峰山 美景入镜中

丹江大观苑 旅游大酬宾

灵山秀水、文化氤氲、大气磅礴的国家
5A 级景区——洛阳老君山，完美呈现在伏牛
山间。数以万计的游客纷至沓来，徜徉在

“峰林仙境、十里画屏”的天然画卷中。
2015 年，老君山旅游迎来井喷式增长，

景区游人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景区游客
人数突破 6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 2007 年
改制前的 200 倍。

历经 8 年艰苦创业，老君山缔造了新的
传奇。这不仅是一位成功企业家的战略抉
择，一个国有林场到一个国家 5A 级景区的炫
彩蝶变，更是在“栾川模式”创新发展历程中，
从“黑色”经济到“绿色”经济的转型之路。

从无A到5A
缔造神奇的“老君山速度”

千年道家风，一处山水魂。从无 A 到 5A
的转变历程，老君山景区走了 8 年。

老君山的前身是国有林业单位，2004 年
之后，景区陷入了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境
地。2007 年，民营企业家杨植森先生积极响

应栾川县“工业反哺旅游”的号召，大手笔投
入资金，对老君山国有林场进行改制。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
不足谋一域。”旅游发展，规划先行。景区开
发伊始，就聘请了上海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
为老君山的深度开发指明了方向。

山峰、索道、栈道、古树、溪流相映成
趣。老子文化苑成为老子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灵索道正式运营；君山金顶道观群落完美
呈现，并氤氲着非常之“道”。景区游客中
心，山顶游览步道，穿云、步云、飞云水平栈
道等一个个重点项目，助推着“一轴两翼六
大功能区”的大旅游格局逐渐形成。

8 年时间，累计 10 多亿元资金的投入，
缔造了神奇的“老君山速度”。

从30万到6000万
创造独特的“老君山营销”

随着冬季的到来，到老君山踏峰林、观
云海、赏雾凇的游客仍然不少。

8 年来，老君山的年旅游收入由 30 万元

猛增到 6000 万元，老君山的收入增加了近
200 倍，独特的“老君山营销”模式让人瞠目。

节庆活动，催热了旅游市场。今年夏天，
老君山依托无与伦比的云海奇观，举办了为
期两个月的“观海避暑节”。其间，音乐露营
节、万人蟠桃养生宴、车友狂欢节、君山风铃
节、学生专属旅游日、峰林旗袍秀等系列活动
贯穿其中，使老君山的游客量同比激增 80%。

创意营销，拓展了景区客源。7 月 6 日，
一名女子头顶老君山“金顶”微缩景观赤脚走
秀，引发社会关注。之后，数百人于老子铜像
下共吃月饼、庆团圆，被微信朋友圈刷屏；接
下来，七仙女下凡老君山，迎来眼球无限……

“君山营销”掀起了强烈的旅游热潮。目前，
到老君山的客源已经辐射至北京、上海、天
津、重庆、江苏、广东等全国各地。

从个性化到标准化、智慧化
呈现完美的“老君山服务”

国庆黄金周期间，老君山游客爆棚，索
道排起数百米的长龙，“道士下山”送上 2000

多碗斋饭，再次温暖了游客。这是“老君山
服务”的缩影，也是景区增强旅游核心竞争
力和吸引力的“法宝”。

景区停车场入口处发放的温馨提示卡，
游客中心设置的长椅、婴儿车、手机加油站、
擦鞋机等设施，救护中心的急救设备、景区
的标识牌、星级厕所的残疾人厕位等，无不
彰显着个性化、标准化的旅游服务。

智 慧 化 服 务 为 老 君 山 旅 游 插 上 了 翅
膀。从预订酒店到在线支付，从网上购票到
扫二维码进入，从视频实时监控到 LED 屏信
息发布，从安全求助到接受救助的人工对话
……便捷的服务已经成为可感可触的新体
验。最近，项目总投资 2000 多万元的我省首
个“互联网+”山岳观光型智慧景区在老君山
落成，山岳观光旅游在老君山迈入了一个全
新时代。

八年砥砺磨一剑，巨笔磅礴写春秋。老
君山的 8 年奋进历程，是一部把握新常态、抢
抓新机遇的时代华章，更是一曲敢于创新、
助力“全景栾川”的恢弘壮歌！

从无 A景区到 5A景区的炫彩蝶变
——洛阳老君山景区八年发展历程巡礼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徐雷 周向毅

11月 6日，持续降雨和冷空气的来袭，使位于安阳林州的太行大峡谷呈现出千岩琉璃、万树晶莹的冻雨景观。行

走在山野中，寻找大山深处的那一抹深红的色彩，虽然冰雨遮住了枝和干，却更为鲜艳和透亮。 （秦加福 摄）

西峡龙潭沟 最后一抹红

立冬已至，西峡龙潭沟呈现最后的一抹红色。想看红叶，今年
可要抓住最后的时机。 （孙灿玲）

说图 游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