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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再展风姿 浚县古城盛装迎宾
卫水悠悠，载“云溪”之飘逸。古

城壮美，蕴“允淑”之雅韵。
金秋时节的浚县古城如一幅美轮

美奂的长卷，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西
城门飞檐挑角展翅欲飞，明城墙蜿蜒逶
迤，古县衙恢弘大气，文庙内清静优雅。
无论是驻足于修葺一新的西街老电影
院前缅怀旧时光，或是踏着青石铺就的
古街，走进李公馆对面的端木翰林府去
追寻端木氏家族岁月年轮中的荣耀，都
引来游客赞叹：浚县古城越来越美！

正是在鹤壁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决
策和领导下，浚县借势中国大运河申
遗、河南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等重
大历史机遇，通过实施古城保护与旅游
发展等重大工程，使浚县古城如浴火的
凤凰迎来了涅槃重生。

浚县古城旅游亮点突出
浚县古城东倚大伾，南拥浮丘，西

滨运河，素有“两架青山一溪水，十里

城池半入山”的美誉。浚县古城是
1994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始建于明初，古城历史格局保存
相对完好，横跨于卫河两岸的云溪桥、
蜿蜒逶迤的古城墙、位于古城中心的
文治阁以及始建于明代的文庙等名胜
古迹众多。另外，已经修葺和完善的
浚县县衙、端木翰林府以及西大街老
电影院等建筑群也是古城旅游元素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多彩演出节目吸引游客
“十一黄金周”即将到来，浚县文

物旅游局已经备好了饕餮文化旅游盛

宴，让您不虚此行。

一、在端木翰林府举办“古风古

韵”书法家笔会活动，邀请书法家现场

挥毫泼墨以及“泥咕咕大师现场献艺”，

充分展现端木翰林府文化氛围。

二、在文庙举办“传诵国学 启迪

智慧 相约在文庙”国学诵读活动，邀
请市县朗诵协会成员现场朗诵国学经
典和浚县经典诗文。在县衙演出的古
装情景剧“明代县令张肯堂断案”亮点
突出。另外，集体婚礼和大型旗袍走
秀将在古城西城门广场上演。

古城旅游宣传推介形式多样
为了吸引省内外旅行社组团畅游

浚县古城，从9月开始，浚县文物旅游
局组织营销人员分别赴山东菏泽、聊
城，河北邯郸、邢台，山西晋城、长治以
及省内的郑州、新乡、安阳等地，通过召
开旅游推介会，在宾馆酒店设置画面广
告以及散发宣传彩页等活动，宣传浚县
古城。另外，还通过报纸、电视以及微
信平台对浚县古城进行宣传。截至目
前，已经和邯郸赵国旅行社、郑州南湖
国旅、晋城假日旅行社、聊城国际旅行
社等50多家旅行社签订了“十一”期间
来浚组团意向协议。

多策并举 引导游客
长期以来，大伾山、浮丘山景区作

为浚县旅游的重要支撑，在省内外旅
行市场广为人知。为了引导广大游客
来浚县古城参观旅游，浚县文物旅游
局积极准备在鹤濮高速浚县站口、鹤
浚快速通道、定浚线、通武线及城区主
干道设置多个大型户外广告宣传牌，
营造“浚县古城游”浓厚氛围。

同时，浚县文物旅游局采取了如
下优惠措施，来回馈社会各界对浚县
古城的关注和支持：

1.鹤壁本市市民凭身份证到浚县
古城游客服务中心（端木翰林府大门
外西侧）领取游览凭证，可免费游览大
伾山、浮丘山景区。

2.外地游客到浚县古城游客服务
中心可办理仅需 10元即可免费游览
大伾山、浮丘山景区的优惠门票。

（供稿：浚县文物旅游局 程彦强）

浚县古城精品游览线路

一、古城游览线路
云溪桥—西城门（报到）—人民影院

—端木翰林府—县前街—县衙—文庙—
海棠谷—土圆仓—西北角楼—北城门

二、县城旅游环线（1）
云溪桥—西城门（报到）—人民影

院—端木翰林府—县前街—县衙—文
庙—海棠谷—土圆仓—西北角楼—北
城门—黎阳路—黄河路—南关外街—
浮丘山—大伾山—黎阳仓—泥塑特色
村杨玘屯

三、县城旅游环线（2）
云溪桥—西城门（报到）—人民影

院—端木翰林府—县前街—县衙—文
庙—海棠谷—土圆仓—西北角楼—北
城门—黎阳路—东上线—黎阳仓—泥
塑特色村杨玘屯—大伾山—浮丘山

浚县旅游热线：
0392—5530283 5533137

5523422 5599758

浚县古城浚县古城、、运河美轮美奂运河美轮美奂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卫艳萍 王文震

“我们适应大众旅游时代要求，推动我国旅游从
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正是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9月10日举行的第二届全
国全域旅游推进会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说。

时隔几日，中原大地传来喜讯——
9月 14日，济源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评审会

在郑州召开。评审组专家通过认真评审，一致同
意《济源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通过评审。

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张凤有告诉记者，这是
国家旅游局全域旅游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我
省首个获得通过的全域旅游规划，它将济源全域
旅游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专家云集 谋划“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一个城市的发展，产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政
府的前瞻性规划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干精
神。“全域旅游”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引领
着“全域济源”快速发展。

在本次论证会上，评审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

员戴学锋主持评审。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韶

立、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龚绍方等专家、学者

畅所欲言，对该规划进行了评审。专家一致认为：站

位大众旅游时代，济源发展“全域旅游”的条件得天

独厚，规划符合济源实际，全体通过《济源市全域旅

游总体规划》。

据济源市副市长刘庆芳介绍，济源市今年年

初成功入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首批创建名

单。2015年 3月，济源市在全省率先提出了全域

旅游发展战略；同年4月，济源市启动《“全域旅游”

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同年 10月份形成初稿。为

做好规划编制和修改提升工作，济源市领导多次

听取规划汇报，先后邀请了 30余名省内外业界、

高校相关专家、学者，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

改提升后，形成规划评审稿。

作为规划的设计单位，河南九鼎德盛旅游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具有较高的综合实力。该公司负

责人毛向红说：“我们将汲取专家智慧，对《济源市

全域旅游总体规划》进行最后的修改、完善和提

升，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引领性。”

蓝图绘就 力促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

《济源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清晰地勾勒出
济源“全域旅游”发展的美好画卷。

按照《济源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及济源市旅
游产业的分布格局，即将形成“一核、两带”（即济源
市全域旅游发展服务核，王屋山旅游发展带，沿黄
滨水旅游示范带）的旅游功能集聚格局，重塑“一个
服务引擎、两大核心吸引、四个示范区、N个支撑点”
的项目体系。通过对水系、交通、城市、乡村等构成
旅游氛围的要素，进行全域氛围的营造，凸显全域
旅游的特色。最终通过“全要素整合、全空间联动、
全产业融合、全时空游憩、全民众参与、全服务支
撑”六大发展体系统筹济源市全域发展，全力打造

“乐居、乐游、乐养”的休闲养生旅游度假目的地。
济源旅游产业蓬勃发展，全域济源谱写壮美

篇章。
“济源市委、市政府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非常有信心。”济源市市长张宇松在规划评审会
上指出，下一步，济源将积极实施规划,抓好规划
的落地实施；推动多规合一，加快项目建设，助推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 朱天玉 本报通讯员 郑宝亚

9月17日开幕的2016洛阳河洛旅游文化节正在
火热进行，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将持续到10月7日,在
此期间,“创意洛阳”和“洛阳礼物”等别具特色的主体活
动将把今年洛阳河洛旅游文化节推向高潮。

创意洛阳 征集最佳旅游线路
作为河洛旅游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洛

阳市第二届大学生旅游文化节将于9月24日在河南
科技大学正式亮相。此次大学生旅游文化节，将邀
请大学生化身资深旅游路线开发人，以旅游达人的
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价洛阳市的各类旅游资源，并将
其重新组合，开发出有创意、有深度的“洛阳二日游、
三日游”或有特色的“品质游”线路。同时，“创意洛
阳·众筹游洛阳”旅游线路设计赛也将进入征稿环
节,征稿截止时间9月30日。

“十三朝古都洛阳，文化与历史源远流长，造就了
多姿多彩的人文风光、自然美景与饮食文化。但目前

‘游洛阳’多处于一日线路的尴尬状态。”洛阳旅游发展
委员会主任王晓辉说，“希望借助本次大学生旅游文化
节，充分调动大学生们的积极性，为设计和优化洛阳旅
游线路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在大学生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当天，
“创意洛阳·梦幻跑”比赛也将同步启动。届时，在全
长 5.5公里的梦幻跑道上，来自河南科技大学、洛阳
师范学院、洛阳理工学院等院校的数千名大学生将
一展青春风采，向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展示年轻人
的热情与活力。

洛阳礼物 展示洛阳美好形象
到洛阳旅游，买些什么礼物带回去？这是许多游

客关心的话题。2016洛阳旅游商品博览会暨“洛阳礼
物”评选活动同时推出,这项活动分别设在洛阳会展中
心和洛阳博物馆。活动期间将有400余家企业参展，
近200家企业的产品将现场直销，唐三彩、牡丹瓷、澄
泥砚、牡丹画、陶瓷、食品、字画等在内的近万种商品将
以优惠价呈现。另外，在传统民俗商品的展示区域，将
有民间技艺大师现场展示精彩技艺。您可以现场学
习、体验简单的剪纸艺术、制陶手法或者临摹书法。“洛
阳的旅游产品链条已趋于成熟和完善，每来一次都有
不同的收获，每一届的河洛文化旅游节我们都要参
加。”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旅游界资深人士情不自禁。

“洛阳礼物”评选共设有四大评选主题：“源在洛
阳”，文化工艺类礼品评选；“吃在洛阳”，特色食品类
礼品评选；“炫在洛阳”，创意生活类礼品评选；“念在
洛阳”，景区主题类礼品评选。入围商品除获得组委
会统一颁发的证书外，还可贴上“洛阳礼物”标志进
行展示和销售，实现由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产业强
市的跨越发展。

《济源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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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0日至22日，由中国衙署文化
研究会、河南省内乡县衙博物馆等联合
举办的“中国衙署文化高端论坛”在北京
大学召开。

衙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内乡县衙多年来致力衙署
文化的挖掘研究，已成功举办了四届全
国衙署文化研讨会，并在第四届全国衙
署文化研讨会上联合全国衙署博物馆成
立了中国衙署文化研究会。内乡县衙作

为中国衙署文化研究中心，还与各高校
联合建立“科研基地”“创作基地”和“学
习教育实践基地”，先后联合各高校确立
36个研究课题，现已结项27个。本次中
国衙署文化高端论坛，邀请了山西霍州
署博物馆、内蒙古将军衙署等全国13家
衙署博物馆和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
淼，著名作家吴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周溯源等一大批专家
教授参加并亲自授课。 （苗叶茜）

一年一度秋风起，开封归来不看菊。
今年，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在加紧菊花布
展的同时，先期在北京为开封菊花节造
势。9月27日-10月16日，由开封市政府
主办，清明上河园景区承办的2016故宫
开封菊花展，将绽放北京故宫博物院。

每逢金秋，古都开封到处都是花的海
洋，满城的菊花吸引了八方宾客前来赏
菊。迄今为止，开封市已成功举办了33届
菊花文化节。此次清明上河园和故宫景
区联手，在故宫乾清门广场、隆宗门内外
广场、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以及其主
要道路沿线，以开封传统栽培技术培育的
精品独本菊、9头菊、16头菊、大立菊、小立

菊、塔菊及多色小菊花和五色草制作的立
体菊花造型等来布展，旨在充分展示开封
作为中国菊花名城所拥有的菊花历史资
源和深厚文化内涵。而选用龙、凤、鱼、孔
雀、花瓶、葫芦等吉祥造型的盆栽艺菊，在
宣传菊花文化的同时，更把中国传统菊艺
和宫廷文化相结合，奉献了一道“九月菊
香游人醉，汴菊怒放动京城”的盛宴。

故宫开封菊花展的推出，将拉开开封
菊花文化节的大幕，清明上河园作为中国
开封第34届菊花文化节暨第14届国际茶
文化研讨会开幕式的主会场，将以超大的
规模、独特的菊花造型、罕见的菊花品种、
精彩的节庆活动惊艳游人。 (李姗)

开封菊花将绽放北京故宫博物院

衙署文化论坛亮相北京大学

9月 14日，云南石林招商引客华中分局河
南小组到郑州召开石林旅游休闲座谈会。围
绕“天下第一奇观、休闲度假天堂”这一主题，
全面展示独特的石林自然景观、充满无穷魅力
的阿诗玛人文风情及丰富多彩的石林休闲旅
游产品作推介。会上，云南石林招商引客华中
分局河南小组与河南新景界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签订了《石林旅游营销合作协议书》，并举
行了授牌仪式。

座谈会推出了石林科普游、休闲游、生态
游、农家游产品及石林冰雪海洋世界、台湾农
民创业园等景点。重点推介了石林景区特色
旅游线路，它们分别是以世界自然遗产宣传
游，喀斯特地质奇观观光旅游为特色的滇东南
旅游线路；以世界自然遗产石林，喀斯特的万
千奥秘为特色的石林喀斯特探秘之旅；以世界
自然遗产石林，高科技产业，喀斯特山水风光，
户外露营为特色的石林休闲度假之旅；以世界
自然遗产石林，高科技产业，喀斯特山水风光，
原生态彝族撒尼人民俗民风，彝家村寨、美食
为特色的阿诗玛彝乡体验之旅等。 （李国英）

广西巴马密语陶醉河南

9月 14日，生命秘境·巴马密语——巴马
旅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美丽巴马、神奇巴
马、长寿巴马、风情巴马诚邀中原游客去感受
其独特的魅力。

推介会上，广西河池市委常委、巴马县委书
记王军说，巴马瑶族自治县地处广西西北部，是
镶嵌在桂西北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巴马因
秀美的自然风光，神奇的生态环境，多彩的民族
特色，光荣的革命历史以及特有的长寿现象而
闻名。境内山清、水秀、洞奇、物美、人寿，占据
了“天、地、人合一，人浑于自然”的佳境，韵成了
美丽、神奇、长寿、风情、红色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巴马有两个4A级景区：水晶宫景
区与盘阳河景区。水晶宫溶洞是乐业-凤山世
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以石毛、卷曲石、晶霜、晶
花等罕见的非重力水沉积物景观为最大特色，
恍若天然冰雕世界；盘阳河景区由水波天窗、盘
阳仙境漂游、百魔洞、赐福湖组成。水波天窗又
名百鸟岩，是景区的核心景点，水洞内波光倒
影、天窗如画，空气清冽、水如翡翠。 （张莉娜）

7月 5日，郑州开通直飞文莱航线，这是文莱
航空在中国大陆开通的第二条直飞线路，每周二
往返于加巴湾和郑州之间，成为河南及周边地区
旅客到达文莱及南亚旅游的重要通道。近日，由
文莱皇家航空公司郑州办事处、河南省中国青年
旅行社组织的郑州媒体参访团，从郑州出发，对文
莱沙巴、巴厘岛进行访问。

文莱地处东南亚，国土总面积 5765 平方公
里，属热带雨林气候。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有两
座漂亮夺目的清真寺，其中世界上最贵、技术最先
进的杰米清真寺，是现任国王于上世纪90年代建
造的，淡蓝色的柱子高耸入云，巍峨壮观，洋葱形
状的金色圆顶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乘坐快艇前往景色幽僻的淡布隆国家热带雨林
公园，两岸偶尔见到零星的没有住人的空房，记忆着
岁月沧桑。爬上天空步道，有一种奇幻历险之感，风
光美不胜收。

游过文莱六星级帝国酒店、苏丹纪念馆、文莱
王室礼仪陈列馆，欣赏世界珍稀动物长鼻猴还不
够，位于文莱河上东方最大的威尼斯水城——文
莱水村生活着文莱最早的原住民，散发着最传统
的生活气息。

文莱皇家航空公司营销经理林永彬介绍：未来

文莱皇家航空将大力拓展中国市场，欢迎更多中国
人来感受别样的文莱。

马来西亚向来是东南亚旅游的焦点，而沙巴
是马来西亚的精华的所在。著名的水上清真寺，
在蓝天和大海的映衬下异彩夺目。沙巴的潜水令
人神往，在畅游海底之中游离于五彩斑斓海底世
界，令人流连忘返。

文莱——沙巴已经成为热门旅游热线，您可尽情
享受她的日出、日落、红树林、海岛风景。 （黄利）

天涯咫尺 风光独美
——文莱皇家航空郑州媒体参访团访问文莱、沙巴、巴厘岛

文莱杰米清真寺

焦作：云台团圆度中秋 3D绘画体验游
中秋小长假3天，近6万名游客在云台山景区

共度中秋、共赏明月，赏绝色秋景，游秀美山水，听
古琴幽幽，学太极健身，品养生药膳，感受青山绿水
间的生机与乐趣，收获了快乐与闲适的心情，度过
了一个祥和、团圆、欢乐的中秋佳节。在百家岩广
场展出了一系列3D绘画，使游客朋友们还未进入
景区，就可以通过广场上栩栩如生的绘画提前体验
到云台山的深谷奇峡、飞瀑流泉，零距离接触活泼
的太行猕猴、溪流中的小鱼、罕见的金钱豹等，感受
云台山的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 （朱天玉）

淇县：情满中秋节 景区欢乐多
中秋小长假期间，淇县各景区在推出赏月颂

月活动的同时，还推出了云梦山草原异域风情游、

古军校探洞访古游、朝阳山登山健身游、古灵山峡
谷采摘游等精品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中
秋小长假3天，淇县各景区游客接待人数和旅游收
入再创历史新高，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15.7%和
18.1%，总体呈现出家庭团队持续上升、自驾游比
例大幅攀升、住宿游客明显增多等亮点。（张小燕）

洛阳：老君山亮点不断 大枣糕免费派送
中秋小长假期间，老君山传统节日氛围不减，

迎来客流高峰。在中天门广场，一直径约为 3.9
米，具有栾川地域特色的五谷杂粮“枣糕”亮相，吸
引大量游客拍照留念。该“枣糕”馍的食材为五谷
杂粮面粉、核桃、板栗、大枣等，均由老君山众信士
捐赠。在枣糕馍免费领取处，游客排起长龙，等待
道长为其发放品尝。 （周向毅）

中秋旅游快讯

云南石林奇观邀客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