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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香

9月 21日，由大众日报联合山东
省旅发委和全国30家省级党报共同
发起成立的中国旅游媒体智库在济
南揭牌，全国省级党报“聚焦仙境海
岸”采风活动同步启动。

中国旅游媒体智库是目前国内
第一个媒体类行业智库，目的在于提
升主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引导
和服务旅游产业大发展的水平和能
力，以“旅游+创意+平台”的模式，打
造支持推动旅游行业、景区、企业、线
路产品和新型业态以及旅游目的地
形象宣传和推广的高端智力平台。

中国旅游媒体智库将致力于媒
体与智库的融合发展，促进创意策划
在旅游品牌塑造、旅游产品创新、旅
游宣传营销等具体项目中的落地开

花，发挥“行业智库+传播平台”的引
智力量和天然传播优势，碰撞智慧、
收集数据，创造在业界具有公信力和
影响力的经典营销案例。

“聚焦仙境海岸”采风活动，让参
与者深深体验到了山东日新月异的旅
游资源开发成果。除了广为大众所熟
知的海景外，采风团还来到烟台牟平
区龙泉镇，这是全真教的祖庭、温泉小
镇，盛产的苹果、蜂蜜酒、绿茶等旅游
产品，也令人流连忘返。在威海桑沟
湾海洋牧场，可以住在冬暖夏凉的海
草房里，体验胶东民俗。还可以把船
开到大海深处，喂海鸥，逗河豚，捞牡
蛎，尽享独具特色的海鲜美味佳肴。

旅游，就是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尝
鲜。全国各地风光迥异的旅游资源，共
享共赢的合作机制，将给旅游媒体智
库成员单位提供合作的广阔基础。

中国旅游媒体智库济南成立

9月 21日，世界最大的苗寨——
贵州雷山西江千户苗寨，带着最美歌
舞及特产，到郑州开展“中国聚宝盆·
大美黔东南”——“相约苗疆胜地·走
进悠然雷山”旅游宣传暨招商推介
会。据悉，中原游客在苗年期间（11
月 1日至 10日）到雷山旅游，凭身份
证可以免门票游西江千户苗寨。

据悉，黔东南是个美丽神奇的地
方，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原生态民族
文化博物馆。雷山县是中国西部一颗

“真山、真水、真情”旅游胜地的璀璨明
珠。苗年，类似汉族的春节，是苗家人
最隆重的传统节日。2016中国·雷山
苗年将于11月4日开幕，雷山苗年共
有万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巡游及开
幕式、千人长桌宴、千名姑妈回娘家过
苗年、苗岭百牛对抗赛、超100公里跑
国际挑战赛、品雷山银球茶赏民间工
艺、黔东南原创歌曲演唱会等14项大
活动，让游客享受“中国聚宝盆·大美
黔东南”的别样风采。 （张莉娜）

9月23日，印度尼西亚国家旅游部在郑
州举行旅游推介会。推介会不仅推介了印
尼美丽景区及风土人情，还热忱欢迎中原游
客到印尼休闲度假。据悉，印尼去年开始实
施包括对中国在内的游客免签政策，只需准
备好护照和往返机票，即可畅游。

印尼国家旅游部海洋局局长萨曼索先
生表示，目前，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旅游客
源国，也是印度尼西亚最主要的旅游市场
之一。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一
个国家，别称“千岛之国”。目前，巴厘岛仍

然是中国客人的首要选择旅游地，印尼还
有很多值得游历的好地方，如 Labuan
Bajo、Mandalika、Morotai、 Tanjung
Kelayang等旅游区。10月，库塔狂欢节
将在巴厘岛举行，届时将呈现沙雕竞赛、艺
术展会、电影展映等特色活动。Riau岛的
海洋节庆、Java 东部Madura的传统的公
牛比赛总决赛等都好玩好看。11月，Jo-
gia 国际性的遗产步行、Djakarta 的客栈
项目、大型EDM音乐表演将在印尼首都
雅加达举行。 （石小净）

9月25日，全国首家3D高
空玻璃索桥（南阳七十二潭景
区内）正式对外开放，吊桥长约
220米，桥身宽度为2.5米，路
面净宽度为2.0米，桥面距地面
最高落差约为160米。吊桥横
跨河道，上可观天池，下可览峡
谷，成为南阳旅游一个亮点。

（朱天玉）

护照免签到印尼 奇遇最美中国年南阳七十二潭新添高空玻璃索桥

近日，鹤壁文旅集团传来消息，
淇河生态区将于10月1日开园迎客，
鹤壁市又增添一处新的好景致。“淇
河国际风情节”与中原五彩跑·鹤壁
淇河站活动也将同期开展。

据悉，淇河生态区总投资1.7亿元，

规划总面积332.5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271公顷，公园包括生态保育、科普宣
教和管理服务三大功能区。随着淇河
生态区的建成，淇河沿岸芳草萋萋、绿
竹猗猗、飞鸟成群、鱼翔浅底的湿地景
色逐渐展现。 (贺文旅)

劲炫的水上飞龙，激情的水上摩
托，精彩的帆船巡游……9月 23日,
作为 2016河洛文化旅游节的一项重
要活动内容，洛阳首届水上嘉年华活
动在洛阳桥东洛河水域开幕。

洛阳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
也是北方少有的富水城市，境内伊河、
洛河、瀍河、涧河四河并流，中州渠、大

明渠等7条渠系纵横交错，洛河、伊河
上建设了多层级拦水坝，仅洛河城区
段宽600米至800米的水面就长达16
公里，具有发展水上旅游娱乐项目的
优越条件。水上嘉年华运动项目依托
洛阳洛河水域优势，集高科技、观赏、竞
技、娱乐和探险于一体，为中外游客带来
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验。 （朱天玉）

水上嘉年华 绽放牡丹花城

推介大美黔东南 苗寨邀您过苗年

豫北又添好去处 度假淇河生态区

金秋嵖岈山
就要“虾”胡闹！

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
上，偶尔给自己的灵魂一小段自由呼
吸的时光，生活不能凑合，美食更不
能。不要错过美好，“十一”黄金周就
来嵖岈山吧！

西游记之虾闹嵖岈在10月1日就
要在嵖岈山盛大开幕啦，10月 1日—7
日，免费吃龙虾比赛还有大奖等你拿，
更有女神等你来邂逅。每天从武汉冷
链过来的上万斤小龙虾，让你一次吃
到嗨。“虾兵蟹将”的吃货大开吃戒，每
天都要比出大虾王。

美食有了，美景同样不可辜负。
秋阳点染下，嵖岈山树树皆秋色，

山山唯落晖。飘洒在彩林间气势磅礴
的飞瀑，婉转清澈的溪流，还有点缀在
山间的古寺、栈桥、水车……勾勒出一
幅幅迷人的画卷。嵖岈山脚下，花开似
海——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荷兰、丹
麦、日本等32个国家的109种490万株
世界名贵花草，姹紫嫣红地绽放在千亩
园区，像锦缎，如彩霞，似梦幻，若仙
境。花香阵阵，仿佛潮水连绵不断，将
每一个花丛中的人包围。 （刘春香）

喜迎客流高峰
青天河大“整容”

为迎接“十一”黄金周，9 月 23
日以来，青天河景区进行了大规模

“整容”，对路面、游人步道进行了修
整，对垃圾桶、标识牌等基础设施进
行了全面维护及更新。同时对景区
内的观景台、护栏等防护设施进行
安全排查、加固，确保游客高峰期游
览安全。

据了解，目前青天河红叶节筹备
工作全部就绪，10月8日至11月底，该
景区将举办“把美丽青天河寄出去”明
信片发行暨 2016 年焦作红叶节新闻
发布会；2016年焦作红叶节开幕式暨
第二届“印象金博爱 魅力青天河”全
国手机摄影大赛启动仪式；中国红叶
联盟2016青天河峰会；2016年全国群
众登山健身大会；2016年河南博爱八
极拳交流赛暨全国八极拳邀请赛；靳
家岭自行车公园“骑行赏红”活动；全
国知名户外领队走进青天河踩线赏红
活动；博爱“太行山货杯”青天河马拉
松比赛；“游最美红叶海 寻最美瑜伽
人”百名瑜伽人、摄影人畅游红叶海活
动；“游博爱山水 品博爱味道”百种博
爱地方特色产品免费拿活动等数十项
活动。 （王晓君）

游淇县山水
做地道吃货

“十一”黄金周期间，淇县旅游将
重磅推出“云梦草原风情节+秦街民俗
美食汇”精品线路，邀您共赴一场山水
的盛宴，做一回地道的吃货！

届时，在海拔 600 余米的云梦山
巅，盛大的马队迎宾、精彩的马术表
演、扣人心弦的摔跤比赛将带您领略
空中草原的异域风情，走近牧民人家，
还可感受蒙古婚俗，体验献哈达、祭敖
包、品奶茶、骑马、射箭等特色活动，拥
有一段快乐难忘的草原之旅。

在文化厚重的云梦山古军庠，“武
士迎宾、孙庞对弈、调师离位”等梦回
战国实景演出，将带您穿越千年，体验
一场奇幻的“穿越之旅”。

秦街民俗村，是朝歌民俗文化体
验地、乡村旅游标杆村，主要景点有小
吃一条街、清代古官道、明代官窑遗
址、民俗文化园、淇河风情园、千亩黄
桃园、油葵园等。秦街小吃街，汇聚了

豫北地区近百种特色名吃，集传统美
食、民俗展示、非遗表演、农耕体验、手
工作坊于一体，是品尝朝歌美食、感受
民俗文化、体验乡村生活、享受田园乐
趣的最佳去处。 （张小燕）

浚县古城游
精彩迎“十一”

随着“十一”黄金周的临近，为了
营造“浚县古城游”浓厚氛围，浚县文
物旅游局组织协办和实施了一系列精
彩旅游节庆内容，让游客体验不一样
的“浚县古城之旅”。

“十一”黄金周期间，来自欧美国
家的名模以及俄罗斯、非洲等地的舞
蹈演员将来到浚县，登上浚县古城墙
与参加“大型旗袍走秀”的演员、游客
进行现场互动并游览大伾山景区、拜
千年大佛，留下难忘的鹤壁之旅。

另外，在浚县古城西城门广场举办
“集体婚礼”和“大型旗袍走秀”活动，在
端木翰林府举办“走进翰林府——书
法家笔会”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泥咕咕”现场展演，在浚县文庙举办

“传诵国学 启迪智慧 相约在文庙”朗
诵活动。在浚县县衙举行的“明代知
县张肯堂断案”情景剧，融入了浚县大
平调等浓郁地方特色的元素。此外，
游客们还可以登山西城门和守护城门
的“明代兵士”合影留念。在大伾山、
浮丘山景区还将开展“逛浚县古城、游
两山、中大奖”活动，幸运游客将获得
精美旅游纪念品。 （程彦强）

“十一”黄金周 家门口就能玩嗨
值得期待的国庆黄金周即将到来，我省的一些旅游景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旅游

盛宴，邀您品尝——

驻马店嵖岈山

龙在中国 根在西峡

旅游热线：0377—69778999/666 网址：www.klyjy.cn
行车路线：郑州—郑尧高速—二广高速—沪陕高速—西峡丹水出口

仿真恐龙仿真恐龙 恐龙世界恐龙世界 海洋厅海洋厅

国家AAAAA级景区 世界第九大奇迹 西峡恐龙遗迹园 欢迎您
西峡恐龙园位于河南省西峡县丹水镇，主要由地质科普广场、恐龙蛋化石博物馆、恐龙馆、恐龙蛋遗址、仿真

恐龙园、嘉年华游乐园、龙都水上乐园和龙都宾馆组成，是一个集科普、观光、娱乐、休闲、科研于一体，将原始和现

代紧密结合的大型恐龙主题公园。

西峡恐龙遗迹，属于白垩纪断陷盆地沉积。西峡出土的恐龙蛋化石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分布之广、保存之好，

堪称“世界之最”，被誉为继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富含恐龙元素的娱乐设施带领我们回归现

代，让您徜徉神秘而多彩的恐龙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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