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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6月10日，位
于鲁山县的尧山漂流将联合金星啤酒，
举办“首届啤酒漂流狂欢节”。啤酒漂流
狂欢节当天，主办方将把万罐啤酒放入
漂流河道，万名游客捡到随便喝。捡到
啤酒最多的游客，将分别评出一、二、三
等奖以及鼓励奖，其中一等奖奖金999
元现金。活动当天正是端午假期，尧山
漂流还举办了漂流送粽子活动。

尧山漂流负责人说，加该景区官方

微信，并将有关首届啤酒漂流狂欢节的
文章转发至微信朋友圈，前500名即可
获得免费电子票；加尧山漂流官方微信
为好友之后，常年享受该景区购票立减
38元优惠活动。

尧山漂流位于郑尧高速出口2公里
处。漂流全长10公里，上下落差238米，

“之”字型的河道，迂回曲折。另外，尧山
漂流河道中有一段长约800米的暗河，
可使您享受暗河漂流独特魅力。(尧漂)

不坐红眼航班、不强迫购物消费、
适合一家人出游……今年的夏天，有一
个叫芽庄的地方满足你旅行的所有想
象。从7月6日开始，郑州直飞越南芽
庄航线开通。

6月3日，“飞悦芽庄越南越美”郑
州—芽庄直航线路开航启动仪式在郑
州美盛喜来登酒店举行，省内多家新闻
单位和各大旅行社的300多位嘉宾齐
聚一堂，共同见证郑州至芽庄直航线路
正式开航。

据悉，郑州至芽庄直飞航线由东航

空客A320执飞，每周一、三、五、日，白
天黄金时刻航班，4小时即可抵达目的
地！同时，郑州至岘港直飞航线也将于
7月5日正式开航，每周二、四、六同步
由东航白天执飞。这个暑假，一路向
南，在芽庄、在岘港寻找属于自己的那
片自由之地。

芽庄位于越南南部海岸线最东端，
这里的海滨沙滩一望无际，幼滑的白
沙，潮平水清，海底千姿百态的珊瑚、色
彩斑斓的鱼类，让海底探险者乐此不
疲，是海滨旅游的理想胜地。（张莉娜）

又是一年端午节，又是一年粽飘
香，我省一些景区推出端午节系列活
动，邀您在浓情六月，徜徉山水之间。

云台山:多重“红包”待游人
近日，云台山景区相继开展了“毕

业季”、“六一”等一系列摇红包活动，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游客送现
金、门票、酒店等大礼，大大提升了游玩
的参与度和趣味性。

据了解，游客在景区内游览时，通
过全覆盖的免费WiFi联网，参与“摇
一摇”活动，即可摇出云台山现金红
包。端午节期间，云台山景区各种类型
的摇红包活动将持续进行，还将在线上
举办“接粽子”、“赛龙舟”等游戏，奖品
包含景区门票、现金、高档画册等，在6
月9日—11日期间，“屈”姓游客免门
票（只需付60元景区交通费）；6月9日
—11日，凡购买云台山景区门票，并在
云台山庄餐厅用餐的游客可免费享用
特制粽子一份。 （朱天玉）

青天河：绝活、美食等您来
6月9日—11日，青天河景区将举

办“我们的节日端午河南（青天河）首届
民间工艺美术绝活绝技及特色饮食展”
活动。届时，将有包括河南省老字号、
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内
的代表100多位美食和工艺美术传承
人来景区参与活动。

凡在网上预订青天河门票的游客
可领取代金券一张。同时，布艺、剪纸、
泥塑、面塑、木版年画等多种手工绝活
绝技大师云集青天河，现场制作；开封
七味草酥、商丘陈家糟鱼、洛阳牡丹酥、
淇县缠丝鸭蛋、滑县道口“义兴张”恒盛
烧鸡等多种中原贡品美食齐聚，让您大
饱口福；同时，游客可在端午节期间乘
龙船、做游戏、吃粽子。 （王晓君）

淇县：“粽”情相约端午节
端午小长假期间，淇县云梦山景

区将推出点朱砂、抹雄黄、射五毒等系
列民俗传统活动，举办包粽子比赛、有
奖猜谜、打陀螺、撂窑等旅游活动，并向
广大游客朋友免费赠饮凉茶。

古灵山景区推出药艾飘香、包粽子
大赛、字谜竞猜等旅游活动。端午节当
天生日者、提前预约参加包粽子大赛者，

都可免票游览；购买景区正价门票游览
者，可免费领取粽子一份。（张小燕）

巩义：百万庄园品民俗
6月9日—11日，巩义康百万庄园

将在景区举行端午民俗活动，再次演绎
浓浓的河洛味道，展示独特民俗魅力。
端午节期间，游客可免费品尝清热解
毒、祛暑防病的凉茶。关注二维码并转
发端午节活动至朋友圈，可领取五色彩
线等礼品。同时，游客还能亲自动手体
验缠彩缕、佩香囊，凭门票参加抽奖，获
得“金粽子”等礼品。 （宋丹）

西峡:举办端午文化旅游节
6月8日—10日，西峡将举办第二

届屈原故里中国（西峡）端午文化旅游
节。活动由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摄影文
化网主办，西峡县石门湖承办。

据介绍，在活动期间，除了开幕式
之外，还将推出着汉服祭拜屈原仪式、
龙舟赛、竹筏夜漂、歌舞篝火晚会及汉
服秀、太极秀、茶艺秀、书法秀等活动。
在主题活动盛大着汉服祭拜屈原仪式
上，将有数百人在石门湖鹳河岸边共同

祭拜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身着汉服
的青年齐诵《离骚》、百名学生吟诵《橘
颂》。主祭祀仪式完成后，还将推出点
雄黄酒、斗蛋，刺五毒、做长命缕等端午
节传统民俗活动。 （朱天玉 封德）

绿博园：免费体验赛龙舟
端午节，赛龙舟的画面绝对是一

道亮丽的风景。
2016年端午节将至，绿博园将任性

到底，凡是在端午小长假到绿博园游玩
的游客，均可免费体验龙舟赛。除了赛
龙舟的福利，还可以观赏到园区盛放的
宿根花卉。据介绍，百合、火把莲、薰衣
草、鼠尾草、马鞭草、睡莲等花卉均已盛
放，端午畅游将不虚此行。 （宋剑丽）

内乡县衙：邀请环卫工吃粽子
端午节当天，内乡县衙将邀请160

名环卫工人参观内乡县衙，并和“知县”
一道吃粽子、看《知县审案》演艺节目、
赏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宛梆戏曲名
段《品茶听戏》节目。县衙历史文化街
区另有“舞龙舞狮”、“高翘”、少儿才艺
大赛等活动推出。 （苗叶茜）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章宇

6月4日，深圳华强方特文化科技
集团文化科技战略发布会在芜湖方特

“东方神画”主题乐园内举行。会上，
该集团总裁刘道强宣布“华强文化”正
式更名为“华强方特”，并发布了全新
的企业vi系统及以动漫产品、特种电
影、主题演艺、文化衍生产品为核心基
础，以主题乐园为展示应用平台的华
强方特生态圈。发布会汇聚了200多
名媒体记者和业内分析师，备受国内
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

华强方特集团是国内知名的大型
文化科技集团，目前，方特系列主题乐

园已经遍布全国十几个城市，已经建
成运营的“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梦幻
王国”、“方特东方神画”、“方特水上乐
园”四大主题乐园达到19个，分布于芜
湖、郑州、济南、青岛、株洲、沈阳、厦门、
天津、宁波等地区。同时，公司还将主
题乐园输出到伊朗和乌克兰等国家，
是国内旅游文化行业的龙头。

本次战略发布会有别于传统发布
会，发布会一开场，两位一模一样的刘
道强先生同台互动，瞬间赢得全场赞
叹。原来，其中一位通过公司最新VR
技术实现，效果真假难辨，迅速把与会
人员都带入了虚拟与现实并存的世界。

随后进行的《千古蝶恋》表演，以经
典爱情故事《梁祝》为主题，借助光学影

像技术与真人表演完美结合，通过多场
景的灵活切换，丰富的舞台表现力和层
次感，营造出梦幻唯美的特殊场景，让
观众穿越时空体验一场凄美动人、如梦
如幻的千古绝唱。该表演项目与战略
发布的融合，充分体现了华强方特“文
化+科技”的发展定位。

会后，与会嘉宾纷纷体验方特系
列主题乐园内的《女娲补天》、《大闹水
晶宫》、《牛郎织女》等经典游乐项目，亲
身感受“文化+科技”碰撞融合下带来
的视、听、触觉等全方位欢乐享受，体
验华强方特VR技术应用带来的全方
位感官饕餮盛宴。

记者了解到，华强方特实施“文化
与科技融合”的发展战略，凭借高科技

技术实力以全新的互动娱乐方式讲述
文化故事，并引领人们穿越时空置身
其中，体验其中细致入微的感动和动
感刺激的欢乐。目前公司已经研发了
十余种以VR为表现形式的特种电影
技术，真正让方特成就欢乐梦想。

由热波传媒与华禾传媒集团共同
主办，自带夜光属性的2016 热波电跑
6月10日将在清华·大溪地奥帕拉拉水
公园启动。

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高端的
跑步活动，热波电跑一直以来都是潮人
最期盼的酷炫Party，风靡全国，席卷亚
洲。郑州清华·大溪地奥帕拉拉水公园
作为第三站接力泉州站。

热波电跑是一项由美国研发团队
共同推出的夜间不计时5公里跑步体验
活动，曾在美、英、澳、加、韩、日、新以及
中国香港和台湾等五大洲23个国家和

地区的45个城市成功举办，在世界各地
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它区别于普通夜
跑的关键就是所有参与者全部鲜亮、荧
光、炫丽，极尽夸张之能事，尽显青春无
敌之本色。热波电跑不仅糅合了当下
最具时尚的元素，更是一项具有积极向
上、健康时尚的全民健身型运动。

借助郑州清华·大溪地奥帕拉拉水公
园的天时地利，2016 热波电跑将打造全
国首个以水上派对为主题的城市夜跑。
浪高3米的大型海啸池、直径近20米的魔
兽碗和大喇叭滑道等设备，为热波电跑郑
州站提供超酷炫的水上秀场。（杨洋）

5月 30日，“黄河三峡景区野猪林
漂流”千人大型旅游踩线团来到济源，
考察黄河三峡旅游线路以及景区品
质。据悉，该团由河南康辉、中州、百事
通，山西尧都等知名旅行社组成，是近
年来黄河三峡接待规模最大的考察团。

黄河三峡景区的玄天洞、黄河大游
轮、桃花岛的旅游资源深深吸引了考察
团，惊险刺激的野猪林漂流更是给大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纷纷表示黄河
三峡景区资源丰富，在线路设计上有很
大的发展和突破空间。

据黄河三峡景区负责人介绍，景区
利用旅游淡季不断加强景区内基础设
施建设，并在宣传上下功夫、花心思，在
立足稳定省内游客的基础上，积极拓展
山西、山东、陕西等旅游市场，全力迎接
旅游旺季的到来。 （李虹澄）

想要去鸵鸟园游玩的小伙伴们，端
午假期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6月12日，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河南金鹭鸵鸟游乐园即将闭园，并
启动整体搬迁。正在筹建的崭新的金
鹭鸵鸟园，将以更高端更大气更华丽的
姿态与大家见面。

多年来，金鹭鸵鸟园作为郑州市民

的后花园，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快乐和惊
喜。端午节将至，请收拾好所有心情来
鸵鸟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在现有地址
的鸵鸟园过好最后一个端午佳节，单纯
可爱的鸵鸟、霸道逼真的恐龙、温馨唯
美的槐树林、天然绿色的桃杏、惊险刺
激的水上乐园都在等您来。

(扶秀丽)

6月 4日，备受关注的尧山水世界
热力开园，来自省内外近5000名游客
首次体验水世界带来的无限欢乐。此
外，经过近半年精心编排的《墨公战魂》
实景演出全新升级亮相，成为中原夏季
旅游市场的亮点。

当天，精彩的开园迎宾仪式和丰富
多彩的演出，吸引了游客们的驻足观
赏，讲述牛郎织女凄美的爱情故事和战
国墨子传说的《墨公战魂》实景演出更

是将游玩氛围推向高潮。除此之外，墨
子古街的风味小吃，爱情谷里的浪漫氛
围，挑战极限的勇士攀岩，尧山水世界
瀑布群等，更是在炎炎夏日给广大游客
送上了一场饕餮盛宴。另外，《墨公战
魂》实景演出在夏季每天上演，届时，演
员们优美舞姿，还有山中闪烁的灯光、
雷动的音响，更会激荡起游人愉悦的神
经，让人不虚此行。

(刘箐荔)

方特：文化+科技 成就欢乐梦想

浓情六月天 “粽”情端午节

□朱天玉

“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这
个目标，洛阳要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把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全市
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发挥洛阳市历史
文化和山水资源优势，实现门票经济
向产业经济转变。”在6月 1日召开的
洛阳市旅游产业发展座谈会上，洛阳
市市长鲍常勇对旅游工作提出了具体
要求。

2015年，洛阳市接待游客首次突
破 1亿人次，入境游客突破 100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780亿元。今年
的牡丹文化旅游节，洛阳市共接待游
客 2350.32 万 人 次 ，旅 游 总 收 入
197.67亿元。全市旅游产业呈现出持
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以规划引领为抓手
带动旅游项目建设

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旅
游项目建设怎么建？

在6月3日召开的洛阳市旅游工作
会议上，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王
晓辉说，洛阳市按照“高水平规划，高标
准设计，高质量建设”的原则，切实抓好
洛阳市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加快推进隋
唐城国家遗址公园、龙门文化旅游园
区、白马寺佛教文化园区、古城保护与
整治等历史文化名城重点建设项目、精
品景区建设，着力推动黛眉山、万安山
综合开发、神灵寨等山水景区项目建
设，打造建设伏牛山、沿黄生态旅游发
展区等一批竞争力和吸引力强的旅游
精品，逐步形成若干核心景区带动、众

多特色景点环绕、丰富多样、互为补充
的旅游景区和景点集群，全面提升洛阳
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和吸引力。

以多种营销模式为主导
扩大市场影响力

旅游是典型的形象产业和眼球经
济，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宣传、包装
盒推介至关重要。

洛阳综合运用网络、微博、微信、微
电影、数字旅游等新媒体、新技术，实现
旅游营销网络的全覆盖，着力打造“世
界圣城、丝路起点、千年帝都、牡丹花
城”的城市旅游名片。面向全球征集洛
阳旅游海外主题口号，联系和邀请国际
著名媒体以及重点客源地媒体进行旅
游宣传营销；在境外主流媒体继续投放
高质量的洛阳旅游形象宣传片，借助中

国国际在线覆盖全球的多语种电台广
播和网络平台，对全世界进行产品营
销，吸引潜在海外客源；办好2017PA-
TA探险旅游和尽责旅游年会，提高洛
阳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通过借势、借力、联盟等方式，以
旅游+文化、旅游+会展、旅游+体育、
旅游+论坛等形式，通过牡丹文化旅
游节、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等活动，
展示洛阳旅游新形象，推介历史文化
和山水景观，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016年，洛阳市全年接待游客
要达到1.14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860亿元。到2020年，实现接待游客
1.5亿人次，力争把洛阳市打造成名副
其实、特色彰显的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洛阳市副市长魏险峰对未来充满
了信心。

洛阳：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2016黄河小浪底观瀑节:
提早谋划 提前安排

6月6日，济源市召开了2016黄河
小浪底观瀑节协调会。会上，市旅游局
局长许东方详细汇报了2016黄河小浪
底观瀑节活动方案。济源市公安局、交
通局、体育局、商务局、工商局等参会单
位针对活动方案展开发言讨论。济源
市副市长刘庆芳强调，各有关单位必须
将此项活动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抽调精干力量抓紧抓好，确保活动圆满
成功。

刘庆芳指出，“举办黄河小浪底观
瀑节，是借旅游活动搭台唱戏，集中展
示济源市其他产业资源的时机，各有关
单位要按照总体方案要求，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加强协作，确保活动过程无
遗漏、无死角。”她强调，各乡镇和各单位
要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克服侥幸心理和
麻痹思想，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各组之
间要密切配合，明确分工，落实责任，提
高对突发情况的应急能力，组织相关人
员进行实地勘查。 （虹澄）

尧山漂流“首届啤酒漂流节”将举行

河南金鹭鸵鸟游乐园端午节后闭园

郑州直飞越南芽庄航线下月开通

《墨公战魂》实景演出升级亮相

热波电跑即将登陆奥帕拉拉

黄河三峡喜迎千人旅游踩线团

□本报记者 张莉娜

万名老人走进洛阳，“赏国花牡丹、
观隋唐马戏”；万名老人走进晋陕，“唤
醒红色记忆、重燃激情岁月”；万名老人
走进双龙湾，“寻找梦幻童话世界、观赏
中原最美夜景”……近年来，中国老年
学学会老年旅游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以

“情暖夕阳、大爱中原”为主题的系列老
年公益旅游活动陆续开展，开创了中原
老年旅游工作的新局面。

6月 8日，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旅
游专业委员会中原工作部正式成立。
据悉，该工作部由河南大河国际旅行
社、漯河夕阳红旅行社、驻马店春秋国
旅、信阳大河假期旅行社、南阳海外国
际旅行社、河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
限责任公司许昌分社、三门峡夕阳红
旅行社等专做老年旅游项目的旅行社
共同发起，是中原地区老年旅游的惟
一官方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并与华
中、上海等工作部一起组成全国老年

旅游服务网络，致力于为河南老人提
供优质、安全、专业的出行服务。

据悉，中国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
会，拥抱自热、徜徉山水之间是许多老
年人的渴望。于 2004年应运而生的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旅游专业委员会
打造的老年旅游品牌活动叫响全国，
也先后成立了东北、华东、华南、云贵
等大区工作部。2015年 3月，中国老
年学学会老年旅游专业委员会特别批
准设立中原工作部。

谈到中原工作部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河南大河国际旅行社负责人说，他
们今年将加强与万达集团的合作，做好
豪华游轮出国游活动；与德国柏林同行
合作，开展高端私人定制，举办金婚、银
婚老人柏林嘉年华活动。同时，随着万
人游澳洲、万人游韩国、万名老人游安
阳、中原旅游文化南国行、万名老人汴
京狂欢节等“银发游”系列主题活动的
陆续开展，他们将用创新发展的思维，
为中原老年旅游事业贡献力量。

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旅游专业委员会

“银发游”系列主题活动陆续展开

图说旅游

西峡龙潭沟景区山秀、石奇、水澈、潭幽，徜徉其中，不禁让人感慨“西峡美、惹人醉，不思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