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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嵩山景区
活动：春节嵩山景区民俗大联欢。

可欣赏大公鸡舞，广场鼓舞，金颖大鼓
表演，南狮表演，舞龙表演，民间文艺汇
演

时间：春节期间
★嵩皇体育小镇
活动：丁酉年登封嵩皇新春文化体

育庙会，逛庙会、吃美食、看民俗、汽车
及摩托车特技表演等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中原福塔
活动：中·泰风情秀、台湾美食节、

戏曲表演、马街书会、非遗文化展等
时间：1月20日~2月15日
★黄帝故里
活动：祈福、拜祖纳吉祥
时间：1月27日、28日
★中原影视城有限公司
活动：中原影视城民俗文化节暨春

节庙会，有中国吴桥杂技、极顶飞车、恐
怖鬼城、台湾美食、系列儿童娱乐项目
等

时间：1月28日~2月13日
★郑州·中国绿化博览园
活动：2017 春节·中原文化大庙

会，有丁酉年新春祈福大典、迎新春千
人剪纸大赛、食饺大赛、朱仙镇木版年
画展、木雕艺术展、钧瓷艺术展、宫灯艺
术展、中原灯会、迎新春室内百合花展
等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开封】

★龙亭公园
活动：2017大宋上元灯会
时间：1月20日~2月20日
★天波杨府
活动：2017大宋上元灯会
时间：1月20日~2月20日
★铁塔景区
活动：2017大宋上元灯会，梦幻侏

罗纪·光影上元夜
时间：1月20日~2月20日
优惠：龙亭景区+铁塔景区=80元
龙亭景区+天波杨府景区=80元
龙亭景区+天波杨府景区+铁塔景

区=115元
★禹王台景区
活动：2017禹王台冰雪文化节
时间：1月15日~2月15日
★清明上河园
活动：2017清明上河园第十七届

大宋年民俗文化节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优惠：2月 11 日 、12 日 14：00~

20：30，优惠票价：60元/人，下午2点即
可入园

★开封府
活动：全天13场精彩演出，还有立

春“包大人迎新送春”、大年初一“辞旧
迎新开封府”、正月十五“开封府元宵佳
节打灯谜”等

时间：春节期间
★大相国寺
活动：新年祈福撞钟、祈福法会和

梵乐活动
时间：春节期间
★小宋城
活动：来小宋城过一个大宋年
时间：1月20日~2月11日
★中国翰园
活动：第十八届翰园春节祭祖大庙

会暨现代艺术灯光展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优惠：中国翰园庙会+万岁山庙会

联票80元
★万岁山景区
活动：万岁山春节大庙会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平顶山】

★中原大佛景区
活动：中原大佛庙会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优惠：门票半价60元/人

【洛阳】

★栾川伏牛山滑雪乐园
活动：滑雪联赛、趣味冬令营
时间：1月8日~27日
★栾川老君山
活动：联合凤翔温泉推出“登山泡

汤游”线路，四条赏雪游线
时间：春节期间
★栾川重渡沟
活动：冬日欢歌系列活动
时间：春节期间
★宜阳莲花公园
活动：花车巡游·小丑嘉年华，“梦

幻灵山”激光水秀
时间：12月17日~2月12日
优惠：公园门票优惠价50元，温泉

门票优惠价98元
★嵩县木札岭速龙滑雪场
时间：1月9日~1月23日
优 惠 ：一 张 滑 雪 票 ，进 一 对 情

侣，赠送滑雪手套两双以及办公小
礼品

★老家河南 孟津过年
活动：孟津银滩农业观光园“十里

银滩·黄河灯会”，禅墟圣境·梅花谷海，
大河古渡文化园品尝黄河野生全鱼宴，
卫坡古民居观看国际大马戏，草莓主题
公园体验采摘乐趣，瀍源玫瑰园光影嘉
年华等

时间：1月20日~2月28日

【商丘】

★商丘火神台景区
时间：1月28日~2月27日
优惠：火神台景区门票针对所有游

客优惠价25元/人
★除火神台景区外的其他11家A

级景区初一至初三，针对商丘市民免票
开放

【安阳】

★太行大峡谷
活动：“冰之语”活动
时间：2016年 11月~2017年春节

结束
★林州洪谷山景区
活动：大庙会·祈福灯会
时间：1月21日~3月31日
优惠：庙会灯展门票优惠价 30

元

【新乡】

★八里沟、天界山、九莲山
时间：1月1日~2月15日
优惠：门票均为50元/人
★关山
时间：1月1日~2月15日
优惠：门票30元/人
★轿顶山
时间：1月15日~25日
优惠：一票进三人，可参与幸运大

转盘抽奖活动，奖品有：免费年卡、免费
门票、交通全免、春联等

【许昌】

★灞陵桥
活动：2017“曹魏风”新春大庙会、

“金鸡献瑞”建安灯会等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优惠：微信购买门票优惠，参与摇

手机赢大奖
★春秋楼景区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活动：“钟鸣盛世 祈福关宅”迎新

春撞钟祈福活动、祭孔大典、民间传统
腰鼓表演、大型实景情景剧《忠义千
秋》、有奖灯谜等

★曹丞相府景区
活动：天下英雄聚相府、自贡彩灯耀

古城、三国群将战巅峰、非遗工艺展匠
心、精选小吃饱口福、儿童世界寻童年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鄢陵花都温泉
活动：花都温泉小镇亲子总动员首

届儿童动漫节，温泉前台设置微信刮刮
乐、幸运大专盘等微信推广游戏，推出

“0元泡温泉”“30元泡温泉”“50元泡
温泉”等

时间：1月27日~2月2日
★鄢陵五彩大地
活动：五彩大地百花锦绣迎春花

市、五彩大地马戏节
时间：1月20日~2月14日
★大鸿寨景区
活动：大鸿寨迎新春撞钟祈福和春

节民俗文化庙会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钧官窑址博物馆
活动：“金堂钧窑杯”2017禹州鸡

年钧瓷主题作品展
时间：1月20日~2月28日
★中国钧瓷文化园
活动：夏禹文化庙会暨首届光影艺

术节
时间：1月28日~2月14日
★逍遥观
活动：逍遥观景区春节祈福文化活动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泓硕农业生态园
活动：泓硕农业首届文化大庙会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中国传统村落——扒村
活动：迎新春健身文艺活动
时间：1月24日~29日
★长葛葛天源
活动：长葛葛天源首届新春庙会
时间：1月28日~2月14日
★襄城县百宁岗五岳庙
活动：百宁岗五岳庙首届庙会灯展
时间：1月17日~2月12日
★鄢陵花溪温泉
活动：幸运大抽奖，幸运大转盘，乐

享新年、惠游花溪，泡温泉赏演出，成语
接龙、门票免费送

时间：1月28日~2月3日

【鹤壁】

★云梦山
活动：民俗祈福、社火表演、文艺演

出、民间工艺展示等
时间：1月28日~3月30日
★古灵山
活动：正月古庙会，拜女娲、钻福

门、走财路、登寿山、撞灵钟、敲吉鼓
时间：正月
★摘星台
活动：民俗文化节，迷宫、鬼城、攀

岩、糖画、飞车走壁等
时间：1月28日~2月12日
优惠：免门票
★朝阳山
活动：登高祈福，社火表演、文艺演

出、民间工艺展示等
时间：正月

【焦作】

★云台山
活动：吴桥杂技演出
时间：1月28日~2月3日
优惠：提前一天网上实名制预订，

购60元车票即可在当天免门票游览云
台山；游览当天现场购票可享受 100
元/张的优惠价（含车票，当天有效）

★青天河
时间：1月28日~2月11日
优惠：免门票（船票不免）
★陈家沟
活动：陈家沟景区灯展、太极拳公

益培训、太极拳交流赛
时间：1月1日~2月14日
★青龙峡
活动：逛庙会、抽奖、发红包
时间：1月28日~2月3日
优惠：免门票
★焦作影视城
活动：2017年焦作市第一届戏剧节
时间：1月 28日~2月 3日全天，2

月4日~11日每天下午
★神农山
活动：财神送红包、神农山首届丰

年祭活动、登神农山赢万元大奖、春节
祈福万人抢福活动、砸金蛋喜上眉梢活
动、百家姓同点百家灯、戏迷乐翻天、大
圣归来拜吉年、玉树银花元宵夜等

时间：1月28日~2月3日
优惠：本命年游客持有效证件免费

入园

【濮阳】

★濮阳中原绿色庄园
活动：绿色庄园国际梦幻灯光节、

大型恐龙展
时间：2016年12月20日~2017年

2月18日
★濮阳市濮上生态园区
活动：大象市集年货购物节、濮上

庙会狂欢节、欢乐嘉年华、首届龙乡民
俗文化春节庙会等

优惠：免费入园，活动类项目 8折
优惠

★南乐县梁村乡史官村
活动：仓颉文化庙会
时间：1月28日~2月20日
★濮阳县五星乡堌堆村
活动：瑕丘庙会

时间：2月13日~15日

【漯河】

★开源景区
活动：中原河上街庙会·彩灯节
时间：1月28日~2月15日
优惠：2017年上半年，原价580元

的畅游卡优惠至 360元，乐幼卡、尊老
卡优惠至240元

★沙澧春天生态园
活动：欢天喜地过大年，沙澧春天

醉田园
时间：1月28日~2月11日
优惠：凡购买日间票，即送等值高

科技项目和有机果蔬代金券
★南街村景区
活动：梦幻灯展马戏节
时间：1月25日~2月27日
★小商桥景区
活动：商桥庙会·灯会
时间：1月18日~2月15日

【三门峡】

活动：陕州地坑院灯会
时间：1月13日~2月28日

【周口】

★淮阳县太昊陵景区
活动：淮阳县羲皇故都朝祖会
时间：农历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

【驻马店】

★嵖岈山温泉小镇
活动：大型梦幻灯光秀与传统民俗

花灯展、嵖岈山新春滑雪节＋温泉、新
春民俗节、新春年货节、台湾美食节等

时间：1月20日~2月12日
★南海禅寺
活动：重大法事活动、灯光节、祈福

活动、放生传灯法会
时间：1月21日~2月11日
优惠：1月 1日~2月 28日，门票特

价20元/人
★金顶山
活动：第二届民俗文化节。国际美

食节环球巡展、民俗、购物、歌舞表演
时间：1月20日~2月11日
优惠：1月20日~2月11日，门票半价

20元/人。1月27日~2月2日，免门票
★嵖岈山
活动：“嵖岈有戏”民俗文化节，豫

剧表演、舞狮、捏泥人、吹糖人、师徒贺
岁等民俗活动

时间：1月28日~2月1日
优惠：1月 1日~2月 28日，门票半

价40元/人

【南阳】

★赊店古镇
活动：民俗文化、仿古表演
时间：1月20日~2月12日
★内乡县
活动：内乡知县巡街拜年、内乡县

衙打春牛、正月十六看太太、内乡知县
审案、内乡县衙品茶听戏等

时间：春节、灯节期间
★五朵山
活动：第十七届五朵山鸡年春节民

俗庙会
时间：1月28日~2月28日
★丹江大观苑
活动：跨年夜夜拜观音、庙会街、亲

子运动会等
时间：1月27日~30日
★卧龙岗武侯祠
活动：民俗表演、仿汉乐舞展演、谜

语竞猜
时间：1月28日~2月11日

【信阳】

★郝堂村
活动：郝堂春晚
时间：1 月 21 日或 22 日 14：00~

17：30
★黄柏山
活动：法眼寺禅修、正月十五庙会
时间：1月27日~2月2日
优惠：景区门票实行50元/人
★灵山风景区
时间：1月28日
优惠：免门票
★河南茗阳汤泉国际旅游度假会

议中心
时间：1月27日~2月2日
优惠：所有客房88折优惠

【济源】

★王屋山
活动：第三届王屋山民俗嗨玩节
时间：1月28日~2月2日
★黄河三峡
活动：神龙祈福山水仙境庙会
时间：1月25日~2月14日
优惠：免门票
★小沟背
活动：首届冰瀑节暨“银河杯”摄影

作品大赛
时间：1月1日~2月28日
优惠：1月 28日~2月 11日，门票

五折优惠25元/人
★五龙口
活动：“寻梦西游季 乐玩五龙口”

主题活动。斗战“剩”佛王者归来；西游
人物大寻宝；辞“猴”迎“鸡”西游情景剧；
《大闹天竺》cosplay；VR动感体验等

时间：1月1日~2月12日
★济渎庙春节文化庙会
时间：1月28日~2月11日
优惠：免门票

【巩义】

★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青龙山
慈云寺、浮戏山雪花洞、张祜庄园、石窟
寺、永定陵、竹林长寿山、杜甫陵园

时间：1月28日~2月11日
优惠：巩义市民春节期间凭身份证

游览景区半价优惠
★康百万庄园
时间：1月28日~2月11日
优惠：属鸡的游客持有效证件五折

优惠
★巩义石窟寺
时间：1月27日下午2：00~1月 28

日下午2:00
优惠：免费

【永城】

★芒砀山
时间：1月15日~26日
优惠1：郑州、开封、新乡、漯河、许

昌、周口、驻马店、平顶山、焦作、永城、
阜阳、淮南、蚌埠、滁州、菏泽、济宁、枣
庄、临沂、连云港、淮安、盐城、南京等地
游客可免门票游览汉梁王陵景区、刘邦
斩蛇处景区

优惠 2：在景区指定免费日期，永
城市各乡镇居民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免
门票游览汉梁王陵景区、刘邦斩蛇处景
区。指定免费日期参见“芒砀山旅游”
官方微信公示

文明旅游签约墙

开封主会场，两名外国游客称已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永城主会场

1月 15日，2017年“回老家过大年”暨“文明旅游看河
南”活动在全省同时展开。各地纷纷推出了具有河南特色的
春节民俗文化节会活动和冬季休闲度假产品，以及免票、打
折等优惠措施。河南，正以热情开放的姿态，迎接海内外游
客的到来！

新近获批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把中原
城市群打造为内陆地区双向开放新高地。我省旅游业乘势
而为，努力建设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和全国重要的旅游集散
中心，成为提升河南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平台的先行军，抓住

一切时机对外展示河南形象，讲好河南故事。“回老家过大
年”主题活动已连续举办两年，是渲染我省春节旅游氛围，增
强海内外游客对河南社会经济发展感知的重要平台。

河南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旅游业已被国务院定义
为“五大幸福产业”之首，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满
足感、获得感，今后的每年农历春节，都将开展“回老家过大
年”主题活动，梳理具有河南特色的春节民俗文化节会活动
和冬季休闲度假产品，推出各项旅游优惠措施，吸引游客深
度体验“老家河南”各地的年味儿。

春节旅游更要注重文明出行，注重文明旅游。文明旅游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的重要载体,是公民文
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事关国家形象、河南形
象。在“回老家过大年”活动举办的同时，省旅游局联合省文
明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开展“文明旅游看河南”系列活
动。活动以春节为契机拉开序幕，并以“五一”、旅游日、暑
期、“十一”等重要时间为节点，广泛普及文明知识，倡导时代
新风，使广大游客时时处处感受到文明旅游的浓厚氛围，自
觉践行文明礼仪规范、引领文明旅游新风尚。

海内外游客共享老家河南旅游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