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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 新春大祈福 门票有优惠

2 月 1 日，新乡 2016 南太行旅游文化年开幕。全年
共有包括首届中国新乡南太行国际武术文化旅游节、万
仙山国际攀岩节、南太行万人登山健身节等 52 项精彩
纷呈的活动。农历春节起，活动次第展开。1 月 25 日—
2 月 25 日，在关帝庙历史文化街举办迎春灯艺民俗文化
展，有灯展、民俗展览、传统文化表演。白天票价每人
10 元，晚上票价每人 25 元。1 月 28 日，南太行举行新春
祈福活动。活动当天，天界山景区、九莲山景区门票每
人 30 元。2 月 20 日—21 日，新乡市市体育中心，有全市
70 个武术团体进行武术展示表演。 （赵丽娟）

南阳 猴年春节到 好戏连台演

内乡县衙大年初一推出门票 30 元优惠政策，与广
大游客一道喜迎新春佳节。2 月 3 日，推出大型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春牛”，另推出大型互动节目

《县试》和《知县招婿》等。大年三十，凡在丹江大观苑景
区预订年夜饭及住宿的游客，都可享受免门票进景区，
参加景区举行的“除夕夜迎新春平安祈福法会”盛典，在
现场疯抢万元大红包。西峡县龙潭沟景区和五道石童景
区春节期间门票半价。 （苗叶茜 冷新星）

济源 金猴闹新春 嗨翻五龙口

灯笼高挂，年味十足。中国猴山五龙口景区已经做
足准备，迎接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姓“侯”或者属猴，景
区将给你免票的机会，3800 只猕猴精灵将与您共欢。
另外，幸运大转盘，免票观景等您畅玩；共度新春，猕猴
王国联欢会嗨翻全场；真假美猴王，现场互动等您来辨；
猕猴主题 3D 画活动继续推出。

从腊月二十三至正月十六（2 月 1 日至 2 月 23 日），
黄河三峡推出龙祖祈福山水庙会。

（李庆军）

淇县 “庙”不可言 “会”味无穷

游朝歌、逛庙会、赏民俗、祈吉祥。新春佳节，淇县
云梦山、朝阳山、摘星台共同呈现一场丰盛的民俗旅游
饕餮盛宴。

在云梦山正月古庙会上，您不仅可以欣赏到舞狮、
盘鼓、扭秧歌等民间传统节目，感受到撂窑、推铁环、跳
格子等儿时乐趣，同时，还能体验到福猴迎宾、吉羊拉
车、财神赐红包等民俗旅游活动，观看到鬼谷子收徒等
特色文化演出，开启别样的民俗旅游盛宴。登临朝阳
山，还可以拜孔圣、攀尖山，抱佛脚、游花台，赏灯笼、祈
安康。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六，淇县举办“摘星台景区
免费游”惠民活动，举办摘星台传统古庙会，邀您体验浓
浓的年味儿。 （张小燕）

巩义 赏河洛大鼓 看非遗绝活

2 月 8 日至 14 日（正月初一至初七），“康百万庄园
首届迎新春祈福庙会”掀开盖头。本届庙会主打传统民
俗牌，突出浓浓的年味，非遗绝活、民俗杂技、各地美食
等将悉数亮相。2 月 7 日至 2 月 13 日期间，属猴的游客
持身份证可享受五折门票优惠。庙会上，河洛大鼓著名
表演艺术家尚继业的倾情表演，将带您品味传统技艺的
奥妙。此外，剪纸、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令人目不暇
接，川剧变脸、舞狮子、划旱船、扭秧歌儿等多种民间绝
活儿也将悉数亮相。 （宋丹）

山西 春节来运城 欢喜过大年

2016 年春节，运城市推出了四大年俗主题活动。
在李家大院那得天独厚的建筑气质和寓意吉祥的喜庆
氛围中，还原的“古河东”大年习俗、复制的“古中国”大
年盛景，让久违的“年”味儿瞬间释怀。与此同时，水峪
口第二届东南亚异域风情美食节，聚集了数百种东南
亚原产地美食及精彩绝伦的表演；印象风陵黄河文化
风情体验园春节大庙会，搜罗了知名戏剧团、大型歌舞
杂技、俄罗斯风情演艺、皇家大马戏等丰富多彩的文化
娱乐活动；中华名楼——鹳雀楼大型新春艺术灯会，定
制了多主题灯组 2000 多种花灯打造出了一片绚烂灯
海。这些只为满足您对新年的期许，让美好愿景在“古
中国”启航。

（张莉娜 李冰）

过年去哪儿？是最近各种社交场合的搭讪热词。该
热词的热门答案要数普吉岛、塞班、关岛、芽庄等这样的海
岛了。去阳光沙滩浪漫一把固然不错，但老老实实呆在家
里过年者还是居多。

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各景区都已经铆足了劲儿备好了
年货大餐。带着老爸老妈逛逛庙会，回味乡音乡情乡风；
领着老婆孩子泡个温泉，松松筋骨来个全身排空。再加
上，滑雪、看电影、听音乐剧等各种“洋气事儿”，咱不出河
南，也能过个舒心痛快的吉祥年。

“文明河南·春满中原”春节大庙会：以
“来河南读中国”为主题的本届庙会将于腊
月二十九至正月十六在主会场中原福塔启
动，内容包括春节年俗展、民间工艺品、雕塑
艺术、动漫魔幻、诗歌舞蹈、舞龙舞狮、民间
戏曲、体育技艺、鼓王大会、时尚科技、走灯
会、中原美食和庙会主题日等系列活动。届
时，金鹭鸵鸟园、二七区蝴蝶谷和古玩城等
分会场也将演绎热闹的乡村民俗庙会活动。

世纪欢乐园新春庙会，50 元庙会票赠送
环园火车、海洋动物表演、4D 古墓丽影三个
娱乐项目。

郑州绿博园：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绿

博园将举办首届中原大庙会，为大家带来一
个具有最浓年味的传统猴年春节。猴年伊
始，郑州绿博园将上演猴王争霸赛，具有浓
郁台湾风情的电音三太子表演也会倾情助
阵中原大庙会；以“奇、险、怪”为代表的民间
特技飞车绝技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另有南
北派代表舞狮团进行现场民俗表演、社火巡
游迎新春，带你领略民间传统文化。

春节前夕，金水区文化旅游局举办 2016
迎新春、送文化、送温暖、游金水等公益活
动，不仅为群众送去了春联，还宣传了金水
区都市休闲游的好去处，为市民营造了一种
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 （王丽）

郑州 民俗大庙会 连着好几台

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2月 8日—23日），
开封清明上河园将举办第十六届民俗文化
节。在这里共同感受传统年味儿，体验文明
和谐新景象。其间，景区将全国民俗演艺精
英汇聚清园，上演最具民俗特色的春节大戏：
盘鼓、高跷、舞龙、舞狮、肘阁、小豫剧、跑驴、
老背少、旱船、蚌舞、大头舞、蹦杆轿等，每天
数十场，加上景区内大型民俗队伍的巡游。不

仅如此，还有《包公巡视汴河漕运》、《岳飞枪挑
小梁王》、《王员外招婿》等近百场精彩演艺和
惊悚、骑射、投壶等大宋娱乐项目。本届花灯
展规模更大更具气势，“群猴闹春”、“貔貅献
瑞”、“恭喜发财”等，游客还可以参与其中。

2月 1日晚，2016开封市大宋上元灯会在
主会场龙亭公园开幕，灯会将持续到3月1日。

（李姗）

开封 清园和龙亭 民俗灯会闹

1 月 30 日至 3 月 25 日，孟津举行 2016 草
莓嘉年华活动。活动以“摘草莓+主题庙会+
黄河灯会”融合方式，联合会盟银滩农业观
光园、洛建生态园等七大农业生态休闲游园
区，以全新方式为游客献上猴年新春游玩盛
宴。除了采摘草莓，2 月 8 日至 2 月 24 日，洛
建生态园将园区打造成气球的海洋，举办大
型恐龙展。每天有空中飞车表演，摩托车空
中时装表演、无臂飞车、“国际大马戏”精彩
上演。晚上，一定要去看“十里银滩·黄河灯

会”。本届嘉年华活动首次引入四川自贡大
型彩灯，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型水上灯组，“神
笔王铎”灯组、“猴年大吉”灯组等卡通灯组
与水面交相辉映，展现出“一灯双景”的美
景。

另外，河南老君山景区新春贺岁大片
《逛庙会》即将登场。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九，
老君山景区针对全球华人免门票。老君送
福、财神送财（发红包）、消灾祈福、拜太岁等
也将轮番登场。 （闫崇伟 周向毅）

洛阳 来孟津耍吧 到银滩赏灯

鹤壁 民俗文化节 民众狂欢节

从大年初一到农历二月初二，第八届中国
（鹤壁）民俗文化节将在鹤壁盛装启幕。浚县正
月古庙会被誉为“华北第一古庙会”。民间社火
雄狮打头，三层人叠起的高跷、花船、腰鼓、盘
鼓、长龙、大头舞将在庙会上大出风头，香气扑
鼻的饸饹面、质白细嫩的豆腐皮、香焦酥脆的花
生米、醇香利口的梨膏糖等民间小吃，民间工艺
品泥人、风车、剪纸作品、字画及工艺品等。另
外，正月初九、正月十六，各式各样的民间社火

表演轮番亮相。除了浚县正月古庙会之外，“冬
游鹤壁”活动内容丰富,主要有：云梦山民俗旅
游节、朝阳山民俗旅游节、五岩山正月庙会、大
伾山“抬花轿”游客体验活动、“大伾山戏迷派
对”活动、大伾山“新春祈福撞幸运钟”活动、山
城区“春节游民居”活动、正月金山庙会、摘星台
正月庙会游园活动等。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
二，鹤壁市旅游局将在浚县举办“百团万人逛庙
会”启动仪式。 （张莉娜）

春节即将到来，三门峡市各大旅游景点
的春节大戏正紧锣密鼓筹备，处处张灯结
彩，充满浓浓的年味儿。天鹅湖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 3000 余只白天鹅邀您共度新春；虢国
博物馆针对本市居民实行半价优惠；黄帝铸
鼎原大年初一供所有游客免费参观。高阳
山滑雪场天天对外开放，每晚还会上演绚丽
的“梦幻荧光滑雪秀”，此表演是国内唯一的

雪上夜间真人滑雪表演，将给游客带来非凡
震撼的视觉冲击，滑雪场“激情雪圈乐园”也
将在春节期间正式对外开放。高阳山温泉
国际度假区有精彩演出大放送。函谷关历
史文化旅游区举办新春庙会主题活动，您可
以除夕夜太初宫敬香祈福，还可以欣赏“芈
月亲临函谷关”的精彩节目，大年初一门票
只需 20 元。 （卫娟）

三门峡 陪“芈月”娘娘 亲临函谷关

1 月 26 日，“把美丽安阳寄出去”推介会
暨“美丽安阳”明信片首发式在郑州举行，发
行“美丽安阳”系列明信片 3 万枚。一张张饱
含情意的明信片，诚邀天下游客来安阳过
年。“美丽安阳”明信片包含了殷墟、太行大
峡谷、羑里城、岳飞庙、马氏庄园、太行屋脊

和万泉湖等安阳众多知名景区，每张明信片
在展示美丽安阳形象的同时，也是一个具有
门票代金券功能的“大红包”。据悉，郑州只
是“把美丽安阳寄出去”活动的第一站，还将
在周边持续进行宣传。

（张莉娜）

安阳 万张明信片 邀您来过年

2 月 8 日至 2 月 23 日（大年初一至正月
十六），赶紧约起来吧！大年三十当天台湾
各顶级美食师傅乘专机齐聚中原大佛景区，
一大波台湾特色小吃来啦，吃货们腾空你的
胃时刻准备着吧。台湾地道的“曾记蚵仔
煎”、“大肠包小肠”、曾记轰炸大鱿鱼、曾记

屏东椰奶、盆栽冰泣淋、臭豆腐、碳烤大鸡
排、葱爆羊排烧、夜市牛排、原住民烤肉、手
工天妇罗、大海怪帝王蟹、大嘴猴台式冷饮、
狼牙棒大热狗、虾扯蛋、烤乳猪等，让人眼花
缭乱，再加上丰富的河南小吃，保准，吃到你
肚圆。 （刘春香）

平顶山 台湾美食展 吃到你肚圆

商丘 火神台庙会 看民间绝活

作为豫鲁苏皖四省最大的朝祖庙会，火神
台庙会一直都是商丘人的骄傲！去年还被惜字
如金的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今年的火神台庙会
都有哪些亮点呢?首先由国际美食节：特引进西
班牙、泰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我国台湾、香港以
及国内南北风味的名吃。还有民间绝活——商
丘非物质文化展演：我们曾经记忆中的民间绝

活，老手艺传人现场展现绝艺，让我们重温美好
的回忆。还有变脸、歌曲、魔术、杂技、相声等正
月初一到正月十五精彩不停。另外还有孩子们
喜欢的卡通动漫展，大白、小黄人、史努比、黑猫
警长、忍者神龟、加菲猫、哆啦 A 梦等迪士尼众
多明星齐上阵，近距离亲近，让艺术变成现实，
让孩子们过个难忘的春节！ （刘春香）

驻马店
猴年见猴哥 约会金顶山

2 月 8 日 至 2 月 14 日（大 年 初 一 至 初
七），在猴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景区西游师徒
四人会为游客奉上精彩的西游演出，还将会
有“抱抱财神，2016 发大财”的互动活动，届
时将由财神和师徒四人共同派发红包并送
上新年祝福幸运签、糖果等，在新年里让广
大游客在嵖岈山讨得一个好彩头！2 月 6
日-2 月 8 日，嵖岈山温泉酒店有订团年饭消
费满 100 元即赠送 100 元温泉抵用券，养生
温泉+梅园套票等优惠活动。首届金顶山新
春旅游文化节将于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举
行，届时，将有相声、戏曲等演绎《西游记》，还
有社火、大戏、马戏、歌舞、大鼓书粉墨登场，
品农家风味，购农家特产。春节门票特惠价
20 元。汝南的南海禅寺，门票优惠价为 20
元，正月初一有盛大的祈福活动。（刘春香）

云台山：2 月 8 日至 14 日（正月初一至正月
初七）景区优惠门票 80 元/人（含交通票）。同
时，通过云台山官方网站，每天 1 万张免费门票
限量抢购。

青天河：2 月 7 日至 13 日，青天河景区举办
以“新春送福、金猴献瑞”为主题的优惠活动和
节庆活动，面向全国游客推出“门票全免”和猴

年出生的游客凭身份证免门票、船票的优惠政
策。同时，景区将北方地区最大的两艘豪华式
龙船装饰一新，给人一种浓浓的年味氛围。

神农山区：2 月 8 日（正月初一）—2 月 23
日（正月十六），特推出“2016 年春韵神农山新
年祈福游园会”活动。

（朱天玉 王晓君）

焦作 享景区优惠 乘豪华龙船

民俗表演民俗表演———背歌—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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