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玉案·南桥风雪
郑韩阔步春秋外，众纷扰，惭

形矮。溱洧波明缠玉带。芷兰汀

草，关关对唱，举目山横黛。

南桥风雪欺民侪，霜剑冰刀苦

无奈。名相车舆翁妪载。仲尼流

涕，陉山拱卫，千古留遗爱。

青玉案·锦堂春色
卧佛为友栖河畔，唐上釉，泥于

汉。古柏入云游汗漫。高风仰止，

蒹葭兰若，争把光华馔。

悠悠洧水鳞波缓，云是国侨济

舆现，不肯相托杨柳岸。陉山红遍，

巨石敢问，谁以丹心鉴？

青玉案·溱洧秋波
青丝成雪芦荻瘦。溱与洧，桥

依旧。济世车舆今在否？翩翩鸥

鹭，青青荷袖，原处痴相守。

白云戏水成苍狗。故事鱼群俱

衔走。记忆短笛隔岸柳。年华作

盏，秋波为酒，还把闲情就。

青玉案·竹溪梅月
狂鬃烈马烟尘乱。草间露，轩

辕汗。何处安君千日倦？横斜疏

影，风敲青简，把盏清辉浅。

淙淙幽谷泉鸣啭，飒飒篁竹试

箫管。借问几时梅蕊绽？月倾仙

醴，雪凝冰砚，诗意声声慢。

青玉案·塔寺晚钟
凤凰台上梧桐影，又目送，霞天

净。曾照仓颉醍灌顶，燕飞鱼跃，碧

波潋滟，万物皆天定。

此身日日须三省，暮霭沉沉起

钟磬。溱洧泱泱相和应。一座城

池，千年坚守，有梦常憧憬。

青玉案·大隗晴岚
嵩山弦尾宫商渺，谒华盖，松声

悄。一获神芝潩水笑，驱除蒙昧，拨

开混沌，自此春来早。

轻岚心事朝暾晓，秀色铺茵等

夕照。仙境恍惚惊众鸟，探问桃花，

斜窥山杏，始唱清平调。

青玉案·欧坟烟雨
轩辕座下文宗憩，岗阜乐，溪云

醉。风物淳美唯此地。具茨龙望，

洎河鱼跃，处处皆亭记。

一支荻管开天地，碑刻森森柏

林立。宾客咸来观雨霁，渺渺文岚，

濛濛词雾，谁解翁之意？

青玉案·陉山晚照
红石可补天心裂，每夏至，虹光

射。肝胆敞开向日月。暮临夕照，

落霞芳影，如斗铺金帖。

足痕谜印无人解，应是丹心镂

青册。撕片白云忙拓写，那阵高风，

那山黄叶，那场晶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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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百姓搭乘旅游致富快车
□本报记者 朱天玉
本报通讯员 廖涛 乔萌萌

７月２日上午，在南召县铁佛寺村
“咱家小院”农家乐门前的停车场上，停
满了来自平顶山、许昌、郑州牌照的车
辆，王富豪夫妇正在热情地招待客人，
游客们都是冲着他们土地锅烹制的南
阳农家菜而来的。

几年前，王富豪夫妇俩靠着耕种几
亩薄地，勉强供养着两个孩子。2016
年，他们利用自家的石头房屋，率先在
村里开办农家乐，选用本地绿色果蔬、
山珍野菜，用土地锅烹制南阳农家菜，
颇受游客青睐。中央电视台CCTV—4
《远 方 的 家 —— 长 城 内 外》栏 目 和
CCTV-7《乡土》栏目实地拍摄推介了

他家的特色美食后，外地游客慕名而
来。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每天接待200
多人次，赚得钵满盆盈。

云阳镇铁佛寺村曾经是个远近闻
名的贫困村，村里家家户户居住石头
干砌的房子。去年云阳镇投资 300多
万元完成铁佛寺村内道路整修、内河
治理，恢复民俗工程，补植了竹林，扮
靓了传统文化古村落，吸引着外地游
客纷沓而至。外出务工的村民们返乡
开办农家乐、经营小本生意平均每天
收入数百元。

这一切都是南召县实施“美丽乡
村、生态产业、乡村旅游”和“精准扶
贫、景区建设、民宿开发”两个“三位一
体”融合发展的战略带来的可喜变
化。云阳镇投巨资建设玉兰特色小

镇，精心把玉兰国际花木城—玉兰生
态观光园—唐庄生态碧桃观光采摘
园—山头村美丽乡村—铁佛寺百年石
头村—朱坪村万亩花卉基地，连点成
线，串珠成链，打造成一条旅游精品环
线，通过实施“旅游+扶贫”帮助村民脱
贫致富。直接带动贫困户1520人增收
致富，云阳镇已发展以星级农家乐为主
的家庭宾馆 20余家，年旅游总收入实
现1.2亿元。

南召山清水秀、资源丰富，发展潜
力巨大。去年以来，南召县实施“旅游
富县”战略，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围绕7
个主体旅游景区、4个魅力城镇、20个
美丽乡村和一大批休闲田园农庄，依托
农村绿水青山、田园风光等资源，大力
培育旅游观光、农耕体验等旅游景区

（点）和生态农庄，依靠旅游业杠杆撬动
扶贫重担，使之成为强村富民的新兴支
柱产业。南召县乔端镇玉藏村坐落在
国家级森林公园——宝天曼景区的腹
地，发挥区位优势，该村两委发动景区
附近农户发展乡村旅游，群众纷纷开办
农家乐宾馆、客栈。现已建设农家乐宾
馆 22个，日接待能力 3000多人次，昔
日的穷乡村奇迹般地成为闻名遐迩的
美丽乡村。南召县锦天园林公司以玉
兰生态观光园为核心，成立“玉兰乡村
旅游公司”，发展以休闲农业游、生态观
光游、民俗文化游、采摘体验游等为主
的乡村旅游产业，吸引周边200贫困户
劳动力到企业务工，从事苗木生产、园
林绿化、餐饮服务等工作，年人均收入
2.5万元，实现了稳定脱贫致富。

活动热线活动热线：：03790379--6683888866838888

自驾线路自驾线路：：郑州—郑少洛高速郑州—郑少洛高速（（或连霍高速或连霍高速））
—洛栾高速—直达老君山—洛栾高速—直达老君山

77月月11日日 观海避暑节开幕式观海避暑节开幕式
77月月88日日 亲子风铃节亲子风铃节
77月月1515日日 音乐露营节音乐露营节
77月月2222日日 诗词大会诗词大会
77月月2929日日 万人蟠桃养生宴万人蟠桃养生宴
88月月55日日 仙侠汇仙侠汇
88月月1212日日 中部车友狂欢节中部车友狂欢节
88月月1919日日 云境天路欢乐穿越赛云境天路欢乐穿越赛
88月月2626日日 百对老人金婚庆典百对老人金婚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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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八景
□刘淑玲/文

征文大赛征文大赛

酷暑已至，绿博园夏季活动“绿
博之夜”即将亮相。7月15日至8月
20日期间的周五至周日，快约上自
己的小伙伴，到绿博园享受夏日狂欢
盛宴吧。

绿博园的“绿博之夜消夏狂欢
季”是景区的一大亮点。活动期间，
每周五的星耀绿博主题电影带你回
味经典，每周六、周日将围绕“未来

之光时尚影舞、日落后-交响音乐
会、舞台魅影”三大主题进行表演，
在主题演出上配合着民谣、舞蹈、摇
滚等流行元素，让游客在夏夜中重
拾惬意，在徐徐夜风中享受肆意，感
受独特的狂欢盛会。同时，风情舞
蹈、激情乐队、啤酒大赛、饕餮美食、
摇滚音乐的激情碰撞，让“绿博之
夜”亮点频现。 （刘瑞）

太行之美，美在南麓。南麓之美，

莫过宝泉。鸟瞰七彩画廊，品读有韵

诗 篇 。 雄 浑 冠 于 北 国 ，妩 媚 胜 却 江

南。水妙曼而灵动，山高峻而巍峨。

乾隆赐字，泉盈水灵，御史题匾，碧水

丹山。绿绕翠裹，水抱山环。崖上飞

瀑，天抖一束白绫，峡中碧湖，雨落万

缕紫烟。云在山腰作画，风自水面写

经。鸟鸣奏林之音符，小溪拨水之琴

弦，月映水波千潭玉，日照夕峰万坡

金。百亩郁金香，早春绽蕾，十里栌叶

红，晚秋霜染。云涌群峰，奔腾如马之

八骏，雪落山林，静谧似玉之和田。自

然之美，美在自然。

宝泉之水，绿若翡翠，澈似童眸。静

时明鉴一方，动辄万马出川。情侣荡舟于

碧波，童叟戏水于湖畔。鱼竿垂钓一泓秋

色，花伞撑开满山灿烂。年年端午，龙舟

与浪花齐飞，岁岁泼水，锣鼓并欢笑盈

天。踏水戏水，人水融于一体，读水听水，

水乃快乐之源。喜山乐水，至此无憾。

览胜景，悟人生。滴水世界，一叶

菩提。寸草春秋，咫尺人寰。看山高水

长，方知得失进退，谦卑敬畏。观云走

霞飞，才识光阴如梭，人生苦短。正可

谓，心善何须礼佛，佛即善为，览胜未必

远行，行必宝泉。

寒山寺何以千年不衰，杏花村焉能

酒香盈世。醉翁亭妇孺皆知，岳阳楼万

人登攀。概因文化乃山水之翼，可助其

四海名扬，诗词为美景之魂，能使其厚

重流传。

搜古觅今，华夏名胜灿若星海，峥

嵘初露，太行秘境辉耀中天。皆因春江

水暖，方有如诗画卷，若非春色亮丽，何

来大美宝泉。

宝 泉 赋
□刘德亮

7月 1日是建党 96周年,淇县
在摘星台景区举办庆“七一”全域旅
游廉政文化书法展。淇县县委书记
王永青说,此次书法展旨在进一步
传播书法艺术,弘扬清风正气,丰富
全域旅游活动内容,展现山水灵动
画卷,殷商故都朝歌风采,形成具有
地方特色的廉政文化旅游体系,为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增添新元素。

据悉,为传播廉政文化,扩大淇
县全域旅游影响力,近年来,淇县文

物旅游局不断探索红色廉政旅游,将
廉政文化建设与殷商文化、朝歌历史
以及旅游景区提档升级相结合,在全
市率先开展廉政文化进景区工作,初
步形成了融朝歌成语典故、比干忠贞
信念事迹警示教育为一体的廉政旅
游线路和红色旅游品牌。本次活动
共征集书法作品 150余幅,行、草、
篆、隶作品风格多样,厚重多彩,既是
廉政教育的课堂,更是弘扬廉政文
化、殷商文化的盛宴。 （张小燕）

在“石居部落”星级窑洞里乘凉，到杨家
寨美食公社品尝农家味道，去民俗文化广场
品味农耕文化……6月28日，巩义市杨家寨
旅游开发项目一期“石居部落”开业迎宾，标
志着巩义市全域旅游战略迈出了新的步伐。

石居部落项目是巩义涉村镇旅游发展的
突破，也是贯彻巩义市全域旅游战略的具体
举措。项目依托本地特色的石居窑洞，运用
现代经营理念，打造星级民宿品牌，一经推
出，便获得了首届全国民宿博览会“优质民宿
推荐奖”，是我省唯一获得该奖项的项目。

据悉，杨家寨旅游开发项目由涉村镇北庄
村与郑州红太阳商贸公司合作开发，充分依托
古山寨、古寺庙、石头村落，借助森林生态等优
势，将山寨文化、森林文化、佛家文化、红色文
化融入景区开发建设，项目内容包括滴水沟及
环湖景观路、登山步道、慈云寺前寺、石居部落
星级窑洞、创客公社培训中心等，打造吃住行
游购娱一体的4A级景区。 (董栋)

乘坐南非航空去非洲看黑斑
羚和长颈鹿，坐土耳其航空去欣赏
伊兹米尔细数星罗棋布的岛屿，坐
布鲁塞尔航空去比利时体验《丁丁
历险记》的奥妙，坐冰岛航空去看
极光和冰川……这样的旅游体验，
怎么不令人动心？

6月 27日下午，“博采众长，探
奥航行”合翼商旅在线——博奥神
州十周年旅游路演活动在郑州举
办，一股脑儿向河南游客推介了多

条新鲜好玩的旅游线路。
合翼商旅在线是中国第一个航

空旅游分销商组成的商务联盟，销
售网络覆盖全国所有重点城市，提
供“航+旅”产品，为游客提供航空票
务、差旅安排、酒店预订、租车地接
等全方位服务。此次活动重点推荐
的航线有南非、冰岛、大溪地、土耳
其、吉尔吉斯斯坦、比利时等，其中
南美航空几乎覆盖了整个南美地
区，可以很好地衔接客人在南美洲

的旅行，同时也可以通过南美洲到
达地球的最南端，接近南极。

活动为什么放在河南进行？
主办方介绍，开放的河南非常耀
眼，随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的建设，为河南商旅业务走向世界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合翼商旅将
积极与河南旅游业界合作，为河南
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

(刘春香)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同为厚重中国历史发源地，河
南，陕西，如同文化旅游界的双子高
峰，成为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
地利之便，也使两地互通互编提供
了保证。乘坐高铁从西安来河南，
仅仅需要两个多小时。为了让更多
的陕西人畅游河南，了解河南南部
的美食美景，6月 27日，河南省旅
游局组织“老家河南·生态豫南”旅
游推广联盟走进古都西安，举办休

闲之夏专题旅游推广活动。
驻马店、平顶山、许昌、漯河、

信阳五市旅游局进行了联合推
介。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周耀霞、
驻马店市政府副市长冯玉梅、陕西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陈梦榆
等领导出席推介会并致辞。

周耀霞副局长在致辞中说，此
次活动是在河南省丰富“老家河
南”品牌内涵、加强区域交流合作、
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
下展开的。豫南五市有著名的信

阳鸡公山、乡村游，驻马店嵖岈山，
许昌曹魏故都，平顶山尧山大佛、
温泉，漯河南街村等丰富的旅游资
源，适宜串联成为宜游线路，满足
各类游客的需求，更是休闲消夏的
理想目的地。五市在资源开发、市
场培育、宣传营销中将广泛合作，为
西安等重点客源市场消费者精心打
造出了量身定制的优质产品。此次

“生态豫南”首次亮相省外，标志着
河南省“省局指导、联盟主导、政企
联动”大推广格局的逐渐形成。

6月 28日，“全民争霸·谁‘豫’争锋”河
南旅游IP形象征集大赛正式启动。

河南旅游资源丰富，秀美的山水、丰富
的民俗、悠久的文化等，都是打造旅游 IP的
重要素材。为将这些丰富的旅游资源转变
成旅游市场营销的发力点，省旅游局以进一
步提升“老家河南”品牌价值和影响力为目
标，对河南的自然山水、人文民俗等旅游资
源进行深度解读、包装，并策划系列全新主
题活动。此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20日，将联
合多所著名美术、设计院校以及猪八戒网等，
重金鼓励优秀设计师积极参与。大赛设最佳
设计奖1名、优秀设计奖4名、入围设计奖25
名、参与奖200名。中奖者将获得现金、纪念
品奖励及荣誉证书。最佳设计奖作品将有机
会成为河南旅游IP形象代言人，并广泛参与
河南旅游宣传推广活动。 （刘春香）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孙晓阳

“郑州太热了，欢迎大家到21℃的
清凉嵩县消夏避暑、旅游观光！”6月30
日下午，嵩县县委、县政府在郑州大学
新校区举行“嵩县全域旅游推介会”，嵩
县政协主席朱金斗向与会的业界人士、
中原游客及莘莘学子发出了邀请。

与此同时，百万大学生看嵩县主题
活动启动，嵩县副县长毛安福在启动仪
式现场宣布：从 7月 5日到 9月 5日期
间，河南所有高校在校大学生及河南籍
大学生可免费畅游嵩县 4A级以上景
区白云山、天池山、木扎岭；所有河南籍
中学生、小学生周一至周四到白云山景
区享受免门票政策。

这几天，省会郑州持续高温，并已经
开启“火炉模式”，但嵩县依然是风光旖

旎、清凉宜人。“嵩县地处中国南北气候
分界线，横跨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流
域。独特的地理优势，使这里成为中原
山水生态资源富集区。”谈起嵩县山水，
朱金斗如数家珍：嵩县拥有5A级景区白
云山，国家4A级景区天池山、木札岭等生
态景区。白云山山高水长，林幽云罩，景
观兼具“北雄南秀”的特色，被誉为“中部

夏都、避暑天堂”；天池山山奇水秀，木札
岭原始古朴，已经成为盛夏避暑游的热点
景区。嵩县期待社会栋梁走进嵩县的青
山绿水之间，愉悦身心，释放青春之美，发
现、传播嵩县生态、山水、人文之美。

嵩县是一个旅游大县，同时也是一
个贫困县。会上，“帮扶一个贫困户、嵩
县山水任你游”活动仍在继续，帮扶爱

心人士代表领取了嵩县颁发的爱心
卡。嵩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王九位说，
为了真正让百姓摘掉“穷帽子”、致富奔
小康，嵩县果断提出“旅游+扶贫”的

“嵩县模式”，以“全域旅游”带动“全域
脱贫”。嵩县积极探索“景区+民宿民
居”“公司+农户”“旅游+社会公益”“旅
游+美丽乡村”等旅游扶贫新模式，使
天桥沟白云小镇和石头部落两个贫困
村实现了从“贫困村落”到“旅游景区”
的华丽蝶变。

嵩县山高水长、历史悠久、人文厚
重，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对莘莘学子非
常有吸引力，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果
断与嵩县白云山景区签订“实践教学基
地”战略合作协议。

会上，郑州大学副校长关绍康、白
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兰
海波等分别发言。

洛阳白云山森林氧吧

6月底以来，桐柏淮源景区推出
“大王叫我来巡山自然探险夏令营”
“红绿相宜桐柏山清凉之旅”等夏季
旅游产品。在线上利用自媒体多角
度进行轰炸式宣传推广。线下邀请
多家旅游公司来景区踩线，互利互惠
达成合作协议；在周边城市举办宣传

推介会，强力推出夏季旅游产品。据
介绍，该景区同期游人量同比增长
46%，夏季旅游产品受到游客赞誉。

桐柏山淮源风景名胜区地处豫
西南，是淮河发源地，景区内溪流纵
横，飞瀑流泉随处可见，是避暑纳凉
的理想之地。 (朱天玉)嵩县旅游放大招——

即日起，河南学生可免费游嵩县

云海奔腾 红歌嘹亮
——2017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开幕

合翼商旅 河南路演

豫陕地缘亲 互游情更深
——“老家河南·生态豫南”休闲之夏旅游推介会在西安举办

石居部落落户巩义
乡村旅游增添亮点

淇县举办全域旅游廉政书法展

绿博之夜消夏狂欢季强势回归

桐柏淮源夏季旅游产品火爆热销

河南旅游IP形象
征集大赛全面启动

登临老君山，犹如置身于碧波
万顷的汪洋大海，青翠的群峰恰似
千帆竞渡……

7月 1日晚，2017年老君山观
海避暑节开幕，在景区40多名党员
的带领下，现场数千名民众齐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势
恢宏。与此同时，为期两个月的清
凉之旅正式开启。

现场唱红歌 共祝祖国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更没有老君山的今天。今天恰逢
党的生日和香港回归 20周年纪念
日，让我们一起祝福党、祝福祖国!”
开幕式上，70岁的老党员、老君山
文旅集团董事局主席杨植森激动

不已。他表示，老君山的全体党员
及群众将继续发挥不怕困难、乐于
奉献的精神，为老君山的建设努力
奋进。在开幕式现场，《云端漫步》
等精彩节目上演，引来现场观众的
呐喊。

本次观海避暑节持续到 8 月
底，开幕式之后，还将陆续推出亲
子风铃节、音乐露营节、诗词大会、

万人蟠桃养生宴、仙侠汇、中部车
友狂欢节、云境天路欢乐穿越赛及
百对老人金婚庆典八大主题活动。

君山有云海 云端享清凉

目前，海拔 2000 多米的老君
山平均温度21℃，凉爽如秋。更精
彩的是这里无与伦比的云海奇观。

据悉，“老君山观海避暑节”的
“海”指的是独特的“云海”。这里
是八百里伏牛的主峰，长江、黄河、
淮河流域的分界点，一年有云雾的
天气达200多天。君山云海波澜壮
阔，时而风平浪静一片汪洋，时而
波涛汹涌、变幻莫测。此次观海避
暑节让大家不出河南能看“海”，走
进老君山享清凉。 (周向毅)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

年，红旗渠景区推出“红旗渠见证·我
是一名合格党员”优惠活动，带领游
客回顾红色历史，畅游红色基地。

6月 20日到7月 20日期间，每
天前 100 名党员游客在入口处面
对党旗完整背诵入党誓词的，享受
免门票特惠；凭党员证或党费交纳
收据，党龄 30 年以上的游客可享
受门票五折购票，党龄1年—10年

的党员，门票可享九折优惠；党龄
10年—30年的党员门票可享八折
优惠；凡受地市级以上表彰的模范
党员、劳动模范，可以享受门票五
折优惠。

同时，还有重温入党誓词、参观
红旗渠纪念馆、看纪录片、听党课、
观看凌空除险、观看铁姑娘打钎等
体验活动，让您重温当年的岁月。

（何美芳）

红旗渠邀您畅游红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