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的三月初三，是拜谒轩辕黄帝的日子！
踏着绵草，吻着暖风，披着阳光，伴着散曲，我登上了这座充满

古老传奇和悠远历史的具茨山。
鸟鸣使得山谷更具静远，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飞向北方。
一番攀爬，我们站在了峰顶。那种胜利的满足感，充盈着激动的

心！立于峰顶，极目四望：远山含黛，雾霭氤氲；俯瞰北望，楼房如
鳞；流水似碧，层岭如蛇，使人心旷神怡。

来具茨山拜祖的人流，似水不断。携着对轩辕文化的渴求汲
取，我们拜谒人文始祖。

轩辕黄帝的塑像赫然立于正殿中央，闪耀着华夏民族的智慧与
文明。作揖、叩首、膜拜，心中默默许下了愿望，期待着会有一个完
美的灵验。焚香、击鼓、鸣炮，祭祖的方式里，实现着诚挚的夙言。

祈福树上挂满了红丝带。福，源于我们的祖先；福，来自我们的
双手；福，就在今天、明天。

我们静静地拜谒。我们的根，所有的根，都在这里！
鼓声激励壮志，震撼心灵。上古部落中的挥戈激战，四野狼烟，

似乎在喧嚣。正是这声声催鸣，成就了华夏大地的历史传奇，使得
百废俱兴，家和人旺，一切都化为春天的歌唱。

古城堡是用原石筑建而成的石寨和石屋。历史的变迁，使历经
风雨的古老建筑掩映于树木丛中，坚不可摧、势不可挡。

大地苍茫，谁主沉浮？人类得以生存和繁衍的见证，正在于此！
黄帝，留下一串串惊叹和感慨！伟大，神秘！指南车、日晷，是

文明的汇集和百家姓的总和。五千年前的古老智慧和聪明创造，启
迪着我们创新和发展；荒凉的大山和苍白的古寨，成就了我们的伟
大存在和崇高地位。

纷纭的战火，缭绕的狼烟，悠远的历史，惆怅的思绪。
古老的发明，智慧的结晶，神圣的先祖，民族复兴的载体。
遥望山下，田如棋格，路似长带，楼房高耸，鳞次栉比——都在

演绎着民族兴盛的传奇。操戈征战的年代已远，蓬勃发展的今朝繁
盛。祖国立于世界之林，轩辕黄帝满意地笑了。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我们身上流淌着您的血液；“为中华民族而
崛起”，我们共同呼唤着灿烂的明天！ （王国伟 禹州市东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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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香

5月 19日-21日，2017“中国旅游日
河南分会场活动”，“中华源”文化旅游推
广周活动、2017中原乐活展活动，将在河
南省旅游服务中心开幕。届时，丰富多
彩的文化旅游产品、精彩纷呈的文化旅
游演艺、实用实惠的旅游产品惠民超市
以及文化旅游产品体验团等，将让海内
外游客尽情体验一场河南文化旅游盛宴。

此举将进一步展示河南在华夏文明

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弘扬河南文化软实
力，推动河南文化旅游产品走向世界。
同时，按照国家旅游局的要求，河南省将
推动“5·19中国旅游日”成为全域旅游发
展成果的“展示日”、全民分享旅游幸福
的“惠民日”和旅游业发展“三步走”战略
的“宣传日”。

本届展会为期 3天，展区总面积约
10000平方米，共组织旅游全产业链150
余家企业参展，为老百姓提供丰富、优质的
折扣旅游产品。展会吸引了京津冀以及我

省各地的旅游景区、旅行社以及旅游装备、
房车自驾、户外产品等企业参展。北京旅
游委、天津市旅游局和河北省旅游委将联
合设置京津冀旅游推广展区。海南、广西、
陕西等省将设立展台。

“中华源”国际文化旅游推广周将重点
宣传中国功夫体验旅游线、中国古都文化
旅游线、黄河-丝路华夏文明旅游线、中原
山水休闲旅游线等文化旅游产品；组织全
省各地独具特色的推介以及少林武术、永
城傩舞、开封民俗表演等现场演出；安排

木版年画、面塑、剪纸、吹糖人、糖画、草编
等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并通过
组织公众抽奖进行现场互动。展会期间，
还将为消费者提供最新的旅游资讯、现场
体验和优惠优质的旅游产品，包含旅游路
线、景点门票、自驾产品、旅游纪念品等。

“中华源”国际文化旅游推广周暨
2017中原乐活旅游展，是河南省旅游局为
适应大众旅游时代到来，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旅游需求打造的旅游
惠民平台，是百姓年度旅游消费的盛会。

人生需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趁
着中国旅游日一起出发吧。

今年的 5月 19日是第七个“中国旅
游日”，我省多个景区积极响应“旅游，让
生活更幸福”的主题，备下丰富旅游盛
宴，让更多的游客享受“快乐旅游、公益
惠民”带来的无尽欢乐。

济源市：
在“中国旅游日”来临之际，济源市

各大景区将推出系列惠民活动，以便让
更多的游客关注济源，了解济源，走进济
源。5月19日当天，济源市王屋山、五龙
口、黄河三峡、小沟背4家景区对所有游
客执行免收门票的优惠政策，“祭水圣
地”济渎庙景区对持济源市身份证的市
民执行免收门票的优惠政策。

5月13日—6月12日，王屋山推出优
惠月活动，景区（含阳台宫）免门票、交通
票，索道半价优惠；“中国猴山”五龙口景区
推出优惠热浪。5月17日，现场红包发不
停；5月18日，“爱的抱抱”赢价值125元的
家庭套票；5月19日，全家出游免门票；5月
20日、21日，情侣入园免一人门票。

新乡南太行：
5月 19日,八里沟、九莲山、天界山、

关山、秋沟、齐王寨景区散客实行“一票
一家人”的优惠政策，仅限景区入园门
票，三人以内（备注：正常购买交通费可
享受此政策）；团队执行五免一政策。

另外，5月 19日到 21日在新乡大商
新玛特西广场举办“文明游 平安行 让
生活更幸福 我为文明新乡添光彩”2017
乐活惠民旅游暨中国旅游日新乡分会场
活动，活动将吸引近 60 家旅游企业参
展。展会期间，各旅游业将现场向游客
发放景区门票，旅游优惠券总价值超过
1200万元，切实让利于民，民企互惠。

平顶山市:
5月 19日,尧山、中原大佛景区门票

执行半价优惠。

栾川县：
5月 19日，栾川县老君山、鸡冠洞、

重渡沟、龙峪湾、养子沟、抱犊寨、天河大
峡谷、栾川东北虎园八大景区对洛阳市
民免门票。洛阳市民持本地身份证可免

景区首道大门票（不含景区内索道、观光
车等二次消费。）

开封清明上河园：
5月19日,《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A区、贵宾区和御座区半价优惠，并可享受
购买晚会演出票14：00之后免费入园。

淇县：
5月 19日，淇县云梦山、古灵山、朝

阳山、摘星台景区将携手推出中国旅游
日福利大礼包。

云梦山景区：5月17日至5月19日，
全国游客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同时，关
注河南淇县文物旅游微信公众号，连续3
天转发微信《5·19旅游日 免！免！免！》
至朋友圈，可于中国旅游日当天免门票
游览。

古灵山景区：5月17日至5月19日，
游客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朝阳山景区、摘星台景区：中国旅游
日当天，游客可免门票游览。

焦作青龙峡：
5月 19日，青龙峡对所有散客实行

免门票优惠；5月21日，青龙峡大型相亲
活动“5·21青龙峡假面相亲节”。

驻马店嵖岈山：
5月19日,门票半价优惠。

安阳太行大峡谷：
5月19日,门票半价优惠。

信阳鸡公山：
5 月 19日,鸡公山风景区和波尔登

森林公园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

商丘芒砀山：
5月 19日，通过芒砀山旅游区官方

微信（mds517）或者在景区官方网站购
票半价优惠，（含联票 A或联票 B）高祖
迎宾演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傩舞
演出、汉礼仪展演等演出活动精彩不
断。

联票A：包含汉梁王陵、刘邦斩蛇处、
芒砀山地质公园及大汉雄风。

联票B：包含汉梁王陵、刘邦斩蛇处、
陈胜园及夫子山。

开封清明上河园风景如画

“归来吧，归来呦，浪迹天涯的游
子……”5月 10日，伴随着《故乡的云》
的乐曲，长年在外地工作的两位中原旅
游大咖——中景信旅游开发集团河北涞
源白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
杰，携程—旅游百事通无锡公司总经理
葛宗辉，先后登上“中原旅游大咖大讲
堂”的讲台，与家乡的旅游业界一起分享
旅游大咖的旅途人生、别样风景。

“中原旅游大咖大讲堂”是中原旅
游大咖联盟和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联合
主办的一个公益性大讲堂，旨在为旅游
企业和旅游教育院校加强沟通搭建有
益平台，为中原旅游大咖提供一个展示
才华、交流思想的舞台，进而打造中原
旅游人才高峰论坛的长效机制与品牌
效应。

据悉，作为“云台山速度”和“白石

山传奇”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实践者，李
杰从建设、管理、运营、营销等方面，分
享了云台山、白石山的实战经验和切身
体会。葛宗辉演讲的主题是《从中原到
江南——旅行社转型思考》，就当前旅
行社行业的线上平台、实体渠道、分销
渠道、O2O、移动微店、TDS移动端等
旅行社行业新业态等，与业界进行了精
彩分享。 (张莉娜 刘亚东)

5月 16日，开封银基水世界2017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铂尔曼
酒店举行。近30家实力渠道商齐聚开封，与开封银基水世界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围绕年客流量目标，支付了3000万元的定金。

据悉，2016年，开封银基水世界室外一期正式开业当年，就荣登
了中国旅行口碑榜——“十佳人气水世界”。今年，银基水世界又新
增麻花辫疾驰竞赛、水上狂野过山车、合家欢游蛇浮筏组合滑道三组
进口设备，这些全球最新产品目前正在进行调试，将于5月28日对外
开放。同时，“室内馆免费开放”，深受爱美怕晒的女性游客的青睐。

从今年开始，开封永基公司计划投资158亿元资金，打造世界
级的文化旅游园区。明年，罗汉山公园（银基O秀升级改造项目）、
冰雪乐园两个新增项目将对外开放；之后，随着亲子公园、养生汤
泉、民俗文化村、娱乐岛、主题酒店及海洋王国项目的开放，每年将
会有1800万人次的游客前来旅游。 (张莉娜)

海内外游客共享河南旅游盛宴
——“中华源”国际文化旅游推广周暨2017中原乐活旅游展将举办

中国旅游日 景区送福利

5月12日，由额济纳旗政府主办，额济纳旗旅游局、大漠胡杨景
区联合承办的“2017中国·额济纳旗河南（中部）推介会”在郑州举
行。额济纳旗邀请中原游客去看绿色胡杨林。

据悉，随着额旗“旅游富旗”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两地企业深
度的互联互通和河南铁路、公路、航空相结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的形成，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地旅游企业更多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大家纷纷表示看好额济纳旗旅游的发展前景。多家单位就“绿
色胡杨节”大型节庆旅游活动与额济纳旗签订了合作协议。

“绿色胡杨节”是继“金秋胡杨节”“冰雪胡杨节”之后又一个盛
大胡杨旅游节庆活动，三大节庆活动成功打破了额济纳旗旅游季较
短的瓶颈。作为额济纳旗旅游业进军全域旅游的开始，此次推介会
有利于加强两地旅游部门、旅游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额济纳
旗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以及阿拉善盟国际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奠定
了良好基础。 （刘巍）

5月 14日，洛阳栾川老君山中天门广
场，一块直径8米、重达万斤的太极八卦型
豆腐制作完成，一个小时内被游客免费分
食一空，场面壮观。

据悉，当天品尝太极八卦豆腐的游客
达上万人，很多旅行社团队都是慕名而来。

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五月底，道教圣
地栾川老君山都会举办“仙境朝圣节”，而

“万人豆腐宴”就是其中的重要活动。目的
就是宣传栾川的豆腐美食、弘扬老君山的
道教文化。这个“巨无霸”豆腐的原料有
6000多斤，现场支起9口大锅熬浆，30余
人整整做了18小时才得以完成。（周向毅）

折纸牡丹与高山牡丹竞相争艳，秀美
山水与如织人流相得益彰……5月 13日，
洛阳白云山再次迎来客流高峰。

在活动现场，白云山正被国花牡丹围
绕，伴随着山水景色、袅袅花香，千名游客
来到纸折牡丹花的活动现场，在工作人员
的指引下，亲手写下自己最真挚的梦想，认
真折起属于自己的那朵牡丹花。一朵朵栩
栩如生的纸折牡丹在心灵手巧的游客手中
争相绽放，千朵承载着梦想的“纸折牡丹
花”点缀于白云山间，与高山牡丹竞相争
艳，更为奇峰俊秀、林深谷幽的白云山景区
添上一抹惊艳的颜色。

（张相正）

洛阳白云山：

折纸牡丹与高山牡丹竞艳

洛阳老君山：

万人免费享用豆腐“巨无霸”

近日，海昌海洋公园与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正式达成投资意
向，将打造中原地区旗舰级海洋公园，为郑州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地处中牟，总体规划面积132平方公
里，华强方特、建业华谊兄弟电影文化小镇、泰迪熊主题公园等重量
级主题旅游项目纷纷选择落户于此。此次携手海昌海洋公园，将形
成多主题联动、客流共享的主题旅游集群效应，进而推动郑州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东方“奥兰多”，更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高
能级定位添砖加瓦。

据介绍，海昌海洋公园作为中国较具规模的海洋公园运营商，
已先后在青岛、成都、天津等地开发运营了8个以极地海洋动物展
演、冒险体验、水世界为特色的主题旅游项目，运营至今累计接待游
客逾1亿人次。 (张海滨)

中原旅游大咖 现身旅游大讲堂

海昌海洋公园 即将落户中原

豫见额济纳旗 解密绿色胡杨

实力渠道商 青睐银基水世界

具茨山怀古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毛荣军

记者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出
现场获悉，自即日起，嵩山少林景区与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正式启动“白天
游中岳嵩山少林景区，晚上观《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联票服务项目。为避免
游客购买联票排长队，少林景区售票处
各个窗口均可购买联票。同时，该联票
和两景区单独门票将双轨并行销售，游
客想去单个景点，仍可单独购票。

据了解，嵩山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文化资源，是首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

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世界
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文化遗
产星罗棋布，少林景区更是其中的点睛
之笔，是全国首批5A级景区，是河南的
耀眼文化旅游名片。《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是全球大型山地实景演出，也是全
国第二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项目自
2007年运营以来，先后被评为“国家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创意城市——
城市文化名片”等，堪称中国实景演出
扛鼎之作和河南文化旅游名片。

此次，为让游客领略嵩山绚丽多彩
的风景、禅宗丰富的文化内涵，合理分
配出行时间，两景区达成联票共识，大
幅让利游客，278元起即可购得“少林
景区+音乐大典”联票。该联票政策试
运营，将拉长登封文化旅游产业链，助
推登封全域旅游发展。

嵩山少林+音乐大典 联票服务再次升级

既有重渡沟，何须下江南？
5月20日,栾川县重渡沟第二届乡村美食节即将开幕。一道道

地道十足的乡村美食，将满足你的味蕾体验。
据悉，本届美食节为期1个月，每个周六在重渡沟中心停车场

举行，届时重渡沟风景区将会为游客提供一场场免费的饕餮盛宴，
当都市行人邂逅乡村美食，当新潮体验遇上淳朴风味，四大主题活
动开启您的美味之旅。

第二届乡村美食节第一期的主题是“挑战吉尼斯，万人免费吃
豆腐”，并将增加更多乡土音乐元素，让大家体验久违的乡情！届
时，游客不分老少，皆可品尝丰富多样豆类美食，豆腐、豆饼、豆花、
豆浆、豆腐脑，还有数名“豆腐西施”装点活动现场，给大家上演一场
视觉、味觉盛宴。此外，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各种现场比赛，更有意
想不到的大奖等你拿。 （杨建兵）

乡村美食节 惹火重渡沟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信阳福彩开展“快3”1500万
赠票促销培训会

为了进一步提高信阳市投注站销售人
员整体素质，引导彩民合理投注，提高中奖
率及营销能力，5月12日，信阳福彩中心召
开“快 3”1500万赠票促销培训会，特邀深
圳彩票培训师袁辉平老师为主讲嘉宾，此
次会议主要针对全市所有“快 3”销售网点
营销及技巧进行统一培训，来自全市218名
销售员及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培训。

此次“快 3”培训会从游戏走势的分
析、投注技巧的提升、投注环境的美化、网
点服务意识的加强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强化
讲解，会议共进行四项具体内容：袁老师对

“快 3”1500万赠票促销活动规则、投注技
巧、营销宣传方法进行讲解说明，并现场操
作演示。袁老师用丰富多彩的经典案例诠
释了“快3”彩票销售技巧，他重点从“微信

营销”“机会营销”“自主营销”和“形象营
销”4种营销方式引申到“转型”的重要性，
让销售人员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如何破
局？怎样创新？袁老师深入浅出地阐述了
销售站点如何布置福彩彩票店面的展示细
节，并就如何吸引彩民、留住彩民进行通俗
易懂的事例讲解。他还鼓励销售员们充分
利用信阳优越的地理和经济环境优势，积
极开拓彩票市场，提升对自己站点的定位，
培训会的最后还设置可问答环节，参会人
员积极发言参与讨论，袁辉平老师精彩的
回答和讲析赢得销售员们的阵阵掌声。随
后，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为销售员发放了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品，大家纷纷表
示要抓住这次派奖机会，进一步提高销售
水平，更好地为彩民服务。

峰林仙境峰林仙境

征文大赛征文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