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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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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邮箱zmxzzwds@126.com 请注明“醉美新郑”征文大赛字样

具茨山赋

征文大赛征文大赛

具茨居天地之中，厝河洛之阴。峰
嶂冈峦奇崛挺秀，人文遗迹星罗棋布。
且为轩辕黄帝建功立业之发祥地，自非
他山之可及也。观具茨之停峙，切胚蒙
于玄黄。标九州以峥嵘，览八荒而浩
荡。惟隗高之为山，独穹窿而直方。虽
同山于下土，实尊处乎中央。右屏列于
嵩岳，左隰展于圹埌。前襟带于白沙，
后帷帐于泰岗。控葛禹密郑之四镇，持
承云密岵之二梁。兹盖造化者自然之
功妙，俾其与天地同一久长。

观其山元气盈沛，灵根劲刚。逶
丽锦绣，磅礴苍壮。披重峦以延载，扪
列宿而腾骧。质厚重而耸高，形蜿蜒
而绵长；势含弘而有容，神昭明而莫
彰。煌煌兮道人之玄蒲，粲粲兮帝王
之崖像；凛凛兮将军之翠峰，奂奂兮圣
贤之庙廊。彼四方五岳之天台，仅能
方其大隗之一梁；彼八方众山之庙观，
何足抵其具茨之轩堂。

彼具茨诸峰，层出叠起，参参差
差，偎偎倚倚。称山名者一十有八，
呼峰号者二十有四。或险峻而崔嵬，
或秀美而妍丽。或高耸而挺拔，或低

垂而亏蔽。或尊严如帝王，或谦谨如
夫子。或威武如将军，或端庄如文
士。或如龙蟠而虎跃，或如牛卧而马
驰。矫矫兮如飞而高，偃偃兮如卧而
低。蒙蒙兮如醉而醒，幻幻兮如悲而
喜。兹山之奇胜者，何限于此。故夫
大隗、广成、风后、力牧、大鸿、常先、
岐伯、天老，与其山名兮相向，与其峰
号兮错析。鸳鸯唤春，凤凰鸣夏；青
蝉吟秋，苍鹰翱雪。黑白龙潭光浮，
五彩石柱壁立。岭间岩画星布，崖壁
字符云集。昔遗部落兮体固，今存旧
邑兮蜿驰。三宫庙宇兮形肃，二帝崖
像兮神奕。火门落雨兮流如洪，星楼
起云兮净如洗。青岗风生兮林起舞，
老山雨霁兮翠欲滴。此则具茨胜概
之奇，而天下之为山者，莫得而侔也。

山水黯彰，与时亨通。惟炎黄之
在上，赐庶民以宠荣。崇道德兮以礼，
尚祀典兮以诚。具茨之山缘此而昭
著，具茨之神由是以彰灵。予知具茨
之文明，必降祥瑞而再生。既丰赡而
善行，亦厚蕴而持重。开淳化于黎元，
拓永乐于升平。 （新郑 刘宏民）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早上在郑州喝一碗胡辣汤，不耽
误中午到兰州吃拉面！7月9日，宝兰
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郑州至兰州的旅
行时间最快4小时42分可达，郑州至
兰州高铁每天开行11趟列车。

宝兰高铁的开通运营，打通了中
国高铁横贯东西的“最后一公里”，对
促进我国中西部开发、加速“一带一
路”建设、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
平，都具有重大意义。为了让全国游
客更好地了解西部旅游资源，7月4
日，由兰州市人民政府、天水市人民政
府、宝鸡市人民政府主办，甘肃日报
社、陕西日报社联合承办的“一带一

路 新经济 新动能——宝兰线全域旅
游系列活动”成功举办。为全力配合
兰州市全力冲刺争创“全国文明城
市”，宝兰高铁节点城市全域旅游寻访
考察团夜游黄河，观经济繁荣、环境优
美的两岸新貌；访兰州城市规划展览
馆，体验功能齐全、辐射带动力强的现
代“金城”；入兰州水车博览园，感受文
明和谐、富有活力兰州风情。以往我
们对兰州的印象仅停留在“唯一黄河
穿越而过的省会城市”，借助此次寻访
考察活动，大家才真正从历史、文化、
城建、旅游等方面对兰州进行了全面
而深入的了解。

兰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栾克军在
陕西城市市长高峰论坛上发表了《让

宝兰高铁架起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发
展新桥梁》的主旨演讲，同时发出五
大倡议，即联合打造宝兰线全域旅游
共同体，建立宝兰线全域旅游合作新
体制，合力打造黄金旅游线路和品
牌，大力促进宝兰线全域旅游便利
化，实施宝兰线全域旅游一体化营销
战略。

栾克军表示，宝兰高铁的开通运
营，极大地拉近了陕甘两省以及沿线
城市之间的距离，给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宝兰高铁的开通为郑州游客一路
向西旅游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条件。
从夏商到汉唐，郑州和西安是贯穿了
炎黄文明的腹地，郑州游客两个多小

时就能看到秦始皇兵马俑的辉煌文
明，感受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体验华山长空栈道的惊险刺激。看过
了古代历史，一路向西沿着黄河流域
就到了兰州这座依山傍水的城市，黄
河水的滋养使兰州成为闻名全国的

“瓜果城”。游客能吃到甘甜可口的白
兰瓜、敦煌的葡萄、陇南的猕猴桃。晚
上漫步在黄河铁桥，遍布铁桥的彩灯
都会亮起，整个铁桥明亮清晰，北侧的
白塔山上绿色、黄色的观赏灯也全都
亮起，成为灯光璀璨的不夜城。天水
人一天的生活，就是从一碗呱呱开
始。天水呱呱有五味，天水的大地湾
文化、伏羲文化、秦文化、三国文化、石
窟文化五大文化则具有五味特征。

“西游记”将成今夏旅游热点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毛荣军

美轮美奂的山林清泉、若隐若现
的古刹禅院，与大自然中的水声、风
声、林涛、虫鸣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
天籁般的禅韵。特别是炫目的光束勾
勒出悠远的时空隧道，自然山体与高
悬的万道金光完美融合，照亮了禅乐
回荡、脱离尘世的天然大剧场……

7月5日，引入新灯光、新音效的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实景演出点亮嵩
山。在这之前一周，我国山水实景演出
创始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总策划、
总导演梅帅元亲临演《禅宗少林·音乐
大典》演出现场，通过调整各章节绚丽
的灯光、精湛的舞美、细微的动作及跳
跃的音效，表达深度的禅文化内涵，呈
现更加完美的山水实景演出。

据悉，《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由梅
帅元、谭盾、释永信、易中天、黄豆豆等
名家联袂打造，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山
地实景演出。演出通过《水乐》《木
乐》《风乐》《光乐》《石乐》五个乐章，生
动地描述了山涧风景、雪夜古刹、月照
塔林、颂禅法会、溪山坐禅、少林拳棍、
女童牧归等情景。今年，少林武僧宏

阔的棍阵、鼓阵的精湛表演，加上新型
激光灯的配合，更是威武雄壮，惊天动
地。剧中新增加了数百盏舞台灯具，
增加了一条悠远的时空隧道，高僧达
摩悬浮于烟雾缭绕的隧道深处，数十
盏炫彩灯在巍峨嵩岳山巅之上，勾勒
出遥远的夜空，而激光灯射出的万道
金光高悬天际，穿越时空。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是郑州市
天人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经典之
作，自2007年正式运营以来，该项目
先后荣获“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中国创意城市——城市文化名片”等
殊荣，并在全国“最美的五大实景演
出”评选活动中，获得了网络投票第一
名的成绩，成为中国实景演出的扛鼎
之作和河南文化旅游“新名片”。

2017版《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
整体舞台效果因新灯光、新音响设备
的引进而更加美轮美奂、气质脱凡。

梅帅元说，《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不仅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盛宴，更是一
场文化盛宴，展现出博大精深的禅宗
文化。该项目经过不断升级改造，使
禅意更深邃丰厚，表演更技艺精湛，灯
光更绚丽多彩，舞美更震撼人心，不愧
是实景演出的“黄埔军校”。

灯光更炫目 音效更震撼 舞美更精湛

新版《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点亮嵩山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漂亮的紫薇花、地中海帐篷屋、
厨神争霸赛、欢畅啤酒节……7月9
日，在孟津县平乐镇凤凰山上，我省
首家田园综合体项目正式开园，
2017孟津首届紫薇花节等一系列
活动精彩上演。

在开园仪式上，孟津县凤凰山
田园综合体有限公司被授予“阳光
助学社会实践基地”的标牌，继去年
参与阳光助学活动后，今年凤凰山
农林开发集团还将捐款5万元，继
续助贫困学生圆大学梦。

田园综合体开园 系列活动齐亮相

3月16日，我省首家田园综合
体——凤凰山田园综合体有限公司
注册成功。

“凤凰山田园综合体把循环农
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融合为一
体，依托观赏型农业、品种丰富的
瓜果园、观赏类苗木、花卉展示等，

使游人身临其境地感受田园风光
和现代农业的魅力。”企业负责人
郭建华说。目前，公司已经建成

“我的农庄”休闲旅游项目、“我的
菜园”农耕体验项目、“我的牧场”
养殖项目、“我的果园”采摘认养项
目和“梦想乐园”亲子体验项目，目
前正在规划养老、助老配套项目。
在田园综合体开园的同时，首届紫
薇花节也正式开幕，还有厨神争霸
赛、拍照免房费等系列精彩活动供
市民参与。

紫薇竞相绽放 BBQ厨神争霸

此时的凤凰山，一株株盛开的
紫薇花挂满树梢，绿树、鲜花、长廊，
与自助烧烤区、帐篷别墅、泡泡足球
场、轮胎乐园等游乐设施相映成趣。

据介绍，目前洛阳凤凰山紫薇
花盛放，入园参观的游客不仅可以
免费观赏紫薇花，还有紫薇花摄影
大赛等，向游客发出热情邀约。

在BBQ厨神争霸赛中，农庄提

供烧烤工具及食材调料，由参赛者
可自备秘制调料，大展厨艺，最终的
霸主将获得万元大奖。

不仅如此，“拍景点、免房费”活
动、十二星座帐篷、愤怒的小鸟真人
版娱乐、射箭体验活动等，都会给游
客带来惊喜。

6月30日，“百家旅行社·百万中
原人游唐山”活动启动，中原采风团队
的500多人组成首发阵容，前往唐山。

通过本次活动，游客们一改潜意识
中唐山震后工业城市形象，领略到了这
座英雄城市之美。采风团参观游览了

唐山清东陵、南湖、唐山国际旅游岛、滦
州古城、曹妃甸湿地、开滦国家矿山公
园等景区。据悉，8月初河南将组织首
趟唐山旅游专列，并启动汽车直通车和
自驾车团队前往唐山旅游，将百万中原
人游唐山活动推向高潮。 （张丽）

7月7日，南阳旅游主题形象口号正式
公布。一等奖空缺，“玉润花香、醉美南阳”

“五千年人文帝乡、八百里灵秀南阳”两个
口号获得二等奖，“同饮丹江水，共赏南阳
美”“楚风汉韵，玉都帝乡，四圣故里，山水
南阳”等获得三等奖。

南阳旅游主题形象口号征集活动自3
月29日开始，6月28日结束。本次活动
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和大力
支持，共收到作品20685条。经南阳市旅
游和外事侨务局组织专家进行认真筛选，
初步选出了200条优秀作品，并于6月16
日—23日通过网站进行为期一周的评选，
在网上评选结束后，于6月28日组织15名
评选专家召开南阳旅游主题形象口号评选
会。为体现公平公正原则，征集活动聘请
公证人员对评审过程严格把关，在公证人
员的监督下，在200条优秀作品中最终评
选出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胜奖20
名，一等奖因未获得半数以上评委认同而
未达到获奖条件，形成空缺。 （朱天玉）

7月7日，从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获
悉，栾川县伏牛山东北虎园、新安县青要
山、新安函谷关3个景区加入洛阳旅游年
票景区，自7月7日起，广大市民持洛阳旅
游年票可游览该3个景区。

按照《洛阳市旅游年票使用管理办
法》中规定“旅游年票所含旅游景区以洛
阳市域(含县市)内备案收费景区(点)为
主，实行分批纳入，逐年调整。利用公共
资源建设的旅游景区(点)应逐步纳入旅游
年票景区，鼓励社会企业商业开发建设的
旅游景区(点)自愿加入旅游年票景区”。
洛阳市旅发委应3个景区申请，新增加该
3个景区为旅游年票景区。洛阳市旅游年
票管理办公室已为栾川县伏牛山东北虎
园、新安县青要山、新安函谷关景区安装
了旅游年票刷卡设备，并对景区管理人员
进行了现场培训。目前，这3个景区已做
好接待旅游年票游客准备。 （朱天玉）

田园综合体落户孟津凤凰山

洛阳旅游年票再添新兵

7月7日，阳光明媚。在风车、蛋
糕、音乐声中，洛阳木札岭景区迎来了
开业十周年。省内外众多旅行社及新
闻单位前来道贺。

为了庆祝木扎岭的10岁生日，木
札岭景区准备了大型风车展、十层超
大鲜花蛋糕、专场音乐会等，并针对河
南省大学生推出了持学生证免门票、
入园游客送风车等一系列措施，7月7

日当天针对游客送出了木札岭纪念水
杯、奶油蛋糕及小风车。

景区负责人表示，木札岭能取得
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广大游客朋友的厚
爱；离不开旅游界、媒体界等社会各界
的关怀和支持。并希望社会各界在接
下来一个10年里继续一如既往地关
心和支持木札岭的发展。

（马海峰）

“旅游+”的时代已经来临，合作共
赢、跨界融合成为旅游业界的热词。

7 月 8 日，《玩酷到底——渊岳
2017品牌营销趋势发布会》在郑州举
行，我省众多旅游企业与威佳、互乐
堂、建业、中青国际等近30个行业60
多家企业欢聚一堂，共同商议旅游品
牌如何进行跨界、融合和共生，解决产
品价值老化问题。

“老一代老板卖产品，新一代老板
卖价值”“会不会玩决定品牌成功的基
础，能不能跨界决定品牌成功的关

键”。发布会上，渊岳创意合伙人田牧
远妙语迭出，各位到场嘉宾也纷纷上
台，以对话的方式，推荐自己旗下炫酷
好玩的产品。

活动结尾，中青国际负责人樊婕
启动了“复活吧，老板”活动，率先联合
14家品牌，通过“旅游+品牌诊断+流
量引导+互动培训”的方式，助力老品
牌散发新活力。参与活动的品牌，拿
出炫酷好玩的产品，组成了价值近3
万元的超级大礼包，赠送给积极参与
活动的报名者。 （王栋）

镇平旅游局传来消息，7月14日
至8月14日，镇平将在中原荷花博览
园举办首届荷花旅游月活动。

该活动以“荷花·和谐·合作”为主
题，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办、市场运
作、社会参与”的原则，将通过举办赏
荷花、游玉都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
镇平的厚重文化、秀美风光，着力推介

“万亩荷花生态游”“中华玉都购物游”

等旅游产品，全面提升镇平旅游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

据悉，荷花旅游月期间，豫、鄂、陕
百家知名旅行社镇平踩线签约、“清风
雅韵”书画名家作品展、荷花园自行车
骑行、“千名学子游荷园”、莲藕产业发
展论坛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为
来八方游客展示镇平旅游的独特魅
力。 （朱天玉）

7月8日，重渡沟第九届音乐啤酒
狂欢节开幕，吸引数万名游客到重渡
沟参观游览。

开幕式晚会上，劲爆时尚的歌曲、
热辣性感的舞蹈、别具风格的民俗绝活
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晚会期间穿插的
趣味互动游戏和丰厚大奖让游客直呼
过瘾。随着摇滚歌手带来的劲爆音乐，

晚会氛围达到高潮，现场万千游客跟随
音乐的节奏舞动双手，举杯畅饮。

据悉，重渡沟音乐啤酒狂欢节已
成功举办八届，本届活动8月27日闭
幕，其间，近两个月的八大主题活动轮
番上场，周周狂欢。本周末，重渡沟酒
王争霸赛将火热开赛。

（杨建兵）

在炎炎酷暑中，来一场放松、休闲
的清凉之旅迫在眉睫。7月15日—8
月20日，“2017郑州绿博园消夏狂欢
季绿博之夜”让你的夏日不同寻常。

据了解，今年绿博之夜活动将以
“清爽夏日、魅影绿博”为主题，由花卉
展览、夜场演出、美食餐饮、文创市集、
嬉水娱乐等多种元素组成。活动期

间，每周五晚上的主题电影展、每周六
周日的夜场演出都值得大家期待。本
次活动的夜场节目中将应用稀有民族
乐器、现代高科技技术，搭配民谣、舞
蹈、摇滚、混合音乐等流行元素，让节目
种类更加多元与创新，让绿博之夜活动
更加出彩。同时，戏水、赏花、美食、啤
酒大赛等有趣活动值得期待。 （刘瑞）

洛阳木札岭：十年磨一剑 再写新篇章

南阳镇平：荷花飘香 旅游添秀

洛阳重渡沟：音乐+啤酒 举杯来狂欢

郑州：绿博之夜 周末开场

旅游跨界 玩酷到底

南阳旅游主题口号出炉

百万中原人 快乐游唐山

7月7日，在
海拔高达2200多
米伏牛山主峰——
河南洛阳老君山
金顶道观群，因电
影《功夫瑜伽》而
走红的女演员母
其弥雅在悬崖绝
壁之上，挑战高难
度瑜伽动作，展示
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

（周向毅）

图说旅游

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旅游现场

7月9日，宝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