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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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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旅游现场

老界岭:“景区带村”扶贫 富了一方村民

老君山游客云集 万人蟠桃宴开席

●● ●● ●●

□本报记者 朱天玉

“以前就守着一亩三分地过苦日
子，现在我们靠旅游致富了，一年收入
一二十万不成问题。”7月 29日，在西
峡老界岭景区，界岭山庄10号的老板
刘廷会高兴地说，他和儿子都在景区
工作，自从家里开了农家宾馆后，他们
白天上班，晚上在家照料生意。读大
学的女儿放假也会到景区打短期工赚
取学费，旅游开发让他们的生活过得
一天比一天好。

为了让好风景带来好光景，老界
岭旅游度假风景区积极探索“景区带
村”新模式，与所在地东坪村签订了
《村企对接帮扶协议》，通过旅游扶贫
助力百姓致富奔小康。

老界岭旅游度假风景区是国家
5A级景区，被誉为“天然氧吧、养生福
地、度假乐园”，可当地百姓最关心的
是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最重要
的是让百姓积极参与。为此，景区出
台奖补政策，对首批建设的农家宾馆，
一次性给予每户 5000元的补助。一
时间，农家宾馆蓬勃而生，“宾馆致富”
成为当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

以当地山珍、山野菜、火锅鸡、火
锅鱼为主打的特色餐饮，令游客赞不
绝口；以野生蜂蜜、柴鸡蛋、红豆杉为
主打的旅游产品，令游客爱不释手；以
演艺、酒吧为主打的休闲项目令游客
流连忘返。每天逾万人次的游客来此
观光、游览、休闲、度假，为村民带来了

可观的经济收入。
迎接着络绎不绝的游客，老界岭

旅游度假风景区没有躺在“功劳簿”
上，而是以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为目标，持续完善旅游要素，推行标准
化管理服务，增强旅游综合服务功能，
不断迈向发展新高地。

景区按照“三谷一线一度假区”的
发展目标，累计投资7亿元，先后建成
了老界岭避暑山庄、观光索道、滑道、
玻璃天桥、主景区观光线及游客中心、
停车场、星级旅游厕所等配套服务设
施，实现了由贫困山区到美丽景区的
精彩嬗变。路子对了，红利自然来。
老界岭旅游发展呈现出提质增效、高
位运行、持续井喷的良好态势，经营收
入以每年45%～50%的速度递增。

景区带村扶贫模式初显，据统计，
在东坪村，2010年尚有70%的村民属
于贫困户。随着老界岭旅游度假风景
区的发展，到 2015年，该村已率先实
现了整村脱贫。2017年，扶贫开发进
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刻，景区与当地
政府结合，对全镇贫困户进行摸底排
查，为每户提供一个月薪不低于1500
元的就业岗位，确保当年可实现有效
脱贫。

旅游一子落，发展全盘活。数据
显示，2016年，太平镇共接待游客5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 亿多
元。截至目前，太平镇已发展各类农
家宾馆、旅游商店500余家，床位达1
万余张，累计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
人均年收入2.1万元。

7月 27日晚，国产电影《神灵寨》
在郑州举行首映礼，在展现神灵寨景
区美丽风光的同时，该片讲述了 4位
青年从上海到河南省 4A级景区神灵
寨的搞笑故事，《神灵寨》是地方政府
推进旅游宣传的有益创新。

据悉，洛宁地处伏牛山区，境内生
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受自然条件、
资源禀赋等因素制约，贫困发生率较

高。目前，开展旅游扶贫已成为洛宁县
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之一。首映礼
期间，现场举办了神灵寨景区、河南省旅
游发展促进会、河南友途实业有限公司
合作签约仪式，同步启动“千车万人游神
灵寨景区”主题自驾活动，助力洛宁县
旅游扶贫。《神灵寨》由河南申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出品，于7月 31日在郑
州、洛阳两地影院上映。 （朱天玉）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董栋

7月 28日，巩义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动员会
召开，巩义市委、市政府出台《巩义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实施方案》，巩义“全域旅游”的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在会上说，旅游突破带动了巩
义三产提升。要想实现巩义经济社会更大的发展，全域
旅游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必经之路。巩义要牢固树立全
域旅游发展理念，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产业发展、
全民参与”原则，整合挖掘旅游资源、优化旅游发展要素，
推动旅游产业融合升级，全面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本次会议由巩义市市长孙淑芳主持。
据悉，大自然的厚爱和历史文化的眷顾，赋予了巩义瑰

丽多姿的旅游资源。面对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要求，巩义市
第六次党代会果断提出“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去年11月，
巩义市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作为巩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域旅游”正撬动
着“全域巩义”发展。针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
工作，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说，巩义要肯定成绩，坚定旅
游突破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深化认识，牢固树立全域旅
游的发展理念；要突出重点，提升全域旅游发展的内涵水
平；要狠抓落实，着力营造全域旅游发展良好环境。

“巩义市发展‘全域旅游’得天时、拥地利、聚人和，恰
逢其时。”巩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贺传伟安排部署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时说，2019年巩义要实现旅
游产业对全市经济贡献率突破15%，对就业贡献率突破
20%，旅游税收在地方财政税收中占比达10%，全市完
成游客接待量1200万人次。

据悉，随着“全域旅游”持续推进，巩义将初步建成河
南文化城、竹林温泉小镇、慈云小镇、西山小镇、嵩顶冰雪
小镇、站街诗瓷小镇等一批特色旅游小镇，形成南部山区
健康养生度假区、嵩顶综合旅游度假区、伊洛河休闲观光
产业带、黄河湿地生态休闲公园等一批知名旅游景区，创
成1—2家5A级景区，3—4家4A级景区。加快构建便捷
畅达的交通网络，完善集散咨询服务体系、旅游数据中心、
全域旅游展示中心、旅游厕所、旅游引导标识系统、旅游停
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大旅游、大产业的理念，统一
规划布局，优化公共服务，综合统筹管理，整体营销推广，
促进旅游业从单一景点景区建设管理向综合目的地服务
转变，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把巩义打造为中原地
区重要的旅游集散中心和全国一流的旅游目的地。

产业围绕旅游转、产品围绕旅游造、结构围绕旅游
调、功能围绕旅游配、民生围绕旅游兴……巩义“旅游突
破”深入推进，巩义“全域旅游”再写新篇。

又到一年葡萄成熟季。周
末，带上家人来孟津耍摘葡萄吧!

7月 28日，2017孟津葡萄采
摘节启动，“万斤葡萄免费送”优
惠券首发仪式举行。孟津县旅游
业商会组织全县近 20家农业园
区参与其中，并以优惠券的形式
给游客送出万斤葡萄。

孟津葡萄是孟津县的特产，
因孟津境内多为丘陵地，温差大，
日照足，使这里种植出来的葡萄
也色泽透亮、香甜可口，品质优
异。孟津的葡萄不仅种植面积

广，而且品种繁多，如今，“金手
指”“巨玫瑰”“红巴拉多”“黑珍
珠”“阳光玫瑰”等品种琳琅满目、
硕果累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
采摘。

在葡萄采摘节“开幕会场”

洋丰生态园内一片碧绿，枝叶中
挂满了晶莹饱满的果实。许多
游客走进园区，品尝新鲜的葡
萄，享受田园采摘的乐趣。移步
孟津葡萄采摘节“品鉴会场”平
乐镇千度红葡萄公园，与会者不
仅了解了葡萄酒的制酒工艺，近
距离感受了葡萄酒窖的魅力，还
品尝各个品种的葡萄和公园酿
制的美味葡萄酒。

来孟津耍吧！摘葡萄、吃葡
萄、品葡萄酒定让您大呼：“孟津风
光美，葡萄惹人醉。” （姚亚静）

当浮丘山景区洗手间在客流高峰发生
堵塞时，冯广军用双手清理下水道，在最短
时间内使卫生间恢复使用；在县衙布展工作
中，郭如民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将十里开外
的征集石刻运到县衙；黎阳仓工作人员在烈
日下清理着杂草，大伾山景区的职工亲自上
阵对景区道路进行着修整……

连日来，浚县文物旅游局开展了以“立
足本职做奉献 我为景区添光彩”为主题的
大讨论，有效激发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责任
心，涌现出一大批在基层岗位上无私奉献、
爱岗敬业的先进典型，促进了浚县文物旅游
事业的长足发展。

据了解，随着大运河（浚县段）申遗、浚
县古城恢复、黎阳仓遗址公园建设以及大伾
山、浮丘山旅游品质提升工作的相继展开，
浚县文物旅游局各项工作任务日益繁重。
如何进一步提升集体凝聚力，带领全体干部
职工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成为该局
的重要问题。为此，浚县文物旅游局全体干
部职工凝神聚力、真抓实干，使凝聚力和归
属感明显增强，单位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同时，在平凡岗位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典型，
已成为推动景区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精神
动力。 （程彦强 刘艳华）

7月 29日，老君山观海避暑
节之万人蟠桃宴开席。来自省内
外的万余名游客不仅享用了美味
的蟠桃，品尝了栾川地道的“八大
碗”，还感受着道家文化盛宴。

蟠桃宴开场，老子驾祥云而
来，众仙家莅临送福，七仙女捧仙
桃翩翩起舞，上演了一场仙山、仙
境、仙人的传奇。娉娉婷婷，款款
玉步，七仙女穿梭于万人养生盛
宴之中，为游客们送上圣品蟠桃。

养生宴现场，设流水席 500

余桌，万人就餐，场面壮观。栾川
当地特色饮食“八大碗”紧张有序
地准备着，栾川豆腐、烩菜、野菜、
蔬菜拼盘等菜品一次依次上桌，
让人大快朵颐。

盛宴过后的狂欢晚会同样精
彩。王母娘娘“与民同乐”，《变脸》
《肚皮舞》《天竺少女》等一系列精
彩节目，不仅让人感慨：“此景只应
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据了解，蟠桃养生宴由老君
山文旅集团和河南乐游文旅联合
举办，是老君山观海避暑节的子
活动之一。在老君山观海避暑节
期间，还将有车友狂欢节、云境天
路穿越、仙侠体验节、金婚庆典等
重磅活动相继袭来。 （周向毅）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郑祎歌

风雨交加的白云深处、荆棘丛
生的原始森林、深不可测的悬崖峭
壁……这些都不能阻挡白云山人搜救
近 80岁游客代先生的步伐。7月 27
日至28日，在风雨交加的洛阳嵩县白
云山景区，上演了一场跋山涉水、跨越
白昼的不间断生命搜救。最终，搜寻
人员找到近乎虚脱的老人，将其背送
至家人身边。

7月27日11时许，年近80岁的洛
阳伊川人代先生和家人一起到洛阳白云
山度假区九龙区游玩。考虑到老人年高
体迈，家人上山游览，让他在九龙瀑布
旁边的购物街休息等候。等家人返回

约定地点时，已不见老人身影。15时
左右电话沟通无果后，代先生的家人
向景区寻求帮助。于是，一场穿越白
昼的不间断搜寻工作开始啦——

接到游客求助，度假区应急救助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向公司领导作了汇
报，并迅速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区域保
洁、保安等人员至九龙区分区寻找，同
时以微信、电话等方式向区内各经营
单位、景点发布协助搜寻老人的信
息。一番寻找未果，景区负责人决定
将搜救战线拉长、搜索范围扩大。

在这个多雨的季节，山雨更是说
来就来，夜幕也已降临，所有人的心都
被悬了起来。时间紧急，刻不容缓。
在景区负责人董景涛的带领下，40多
人的救援小组与旅游警察大队人员共

同冒雨开车迂回近40公里，前往度假
区南部的上庄坪村，联系白河镇五马
寺村、上庄坪村的两村村委，发动从九
龙瀑布至上庄坪河道沿线的村民展开
地毯式的搜寻。

山洞、密林、牧羊人废弃的避雨点
等，都没有老人的下落。救援组冒雨
穿行在无路的山间密林、乱石堆砌的
河道，直到次日凌晨四点依然无果。

搜寻仍在继续！7月 28日 15时
左右，在上庄坪村村民的协助下，搜寻
人员在远离景区 20公里的一处河道
边将老人成功解救。次日17时左右，
老人与家人团聚。

原来，代老先生在等待家人时，因
迷恋优美风光，便翻越护栏进入九龙
瀑布下延段未开放的区域赏景。等家

人按照约定时间返回时，他的手机电
池几乎耗尽，他已经迷路了。

20 多小时的搜寻圆满画上句
号。本次搜救在嵩县公安局、嵩县公
安局旅游警察大队、嵩县旅游局等协
助下完成，共组织搜寻人员160多人、
车辆12台。

[记者手记]
在风雨中、在黑夜里，白云山人用

行动谱写了一曲激荡人心的生命赞歌。
一切为了方便游客、一切为了服

务游客、一切为了满足游客，这是白云
山风景区一直遵循的服务理念，更体
现了一个国家5A级景区的责任和担
当。5A白云山，可爱的白云山人，为
你们点赞！

7月26日-28日，“一带一路”
报旅融合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峰会
暨百家媒体看天水——聚焦宝兰
客专大型采风活动在甘肃省天水
市举行。来自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
报、中国新闻社、新华网、新民晚
报、河南日报、陕西日报、河北日
报、甘肃日报、济源日报等近百家
中央和省、市级媒体的100多名社
长、总编和记者共聚一堂，着眼“一
带一路”建设，交流媒体和旅游融
合的新经验，探索媒体与旅游融
合的新模式。中国报业协会秘书
长胡怀福出席会议并讲话。

峰会上，胡怀福指出，媒体行
业与旅游行业天然具有关联性，报
旅融合发展充分利用了传媒擅长的

创意优势，并与旅游市场化运作相
结合，从而能够一方面整合各类旅
游市场资源，激活旅游市场的内生
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为报业发展转
型提供新路径和新动能。他建议与
会媒体在报旅融合发展工作中研究
新课题，树立新思维、关注新科技，
促进报旅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峰会现场观看了天水市旅游
宣传推介片，天水日报社、中国青
年报社、陕西日报社、贵阳日报传
媒集团、甘肃日报社的代表先后
作了主题发言，从不同角度阐述
了当下报业转型多元融合发展的
具体措施和意见建议，对报旅融
合发展的时代性、必要性和重要
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解读，多维
度、深层次分析了报旅融合的创

新发展之路，为与会媒体加快推
进报旅游融合，实现发展转型提
供了宝贵经验。

近年来，天水以“由天水·知天
下”为主题，突出“羲皇故里·全球华
人寻根祭祖圣地”和“陇上江南·麦
积山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两大核心
品牌，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关中
—天水经济区的文化旅游合作，不
断提高天水旅游知名度。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将为天水等丝绸之路
节点城市扩大开放、促进全域旅游
发展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

本次峰会由中国报业协会、
天水市人民政府主办，甘肃省报
业协会、天水市委宣传部协办，天
水日报社、天水市文化和旅游局
承办。 (本报记者)

近日，芒砀山旅游区面向全社会
发起线上募捐，7月28日到8月28日，
凡是通过芒砀山给“雨亭行动”捐款50
元以上者，即可获得由芒砀山旅游区
免费提供的芒砀山旅游年卡一张（原
价值170元），全年不限次数畅游芒砀
山旅游区所有景点。不同于其他以发
放物资和金钱援助为主的公益组织，
芒砀山旅游区秉承雨亭行动“以雨润
才，以亭护才”的原则，不忘承诺，不忘
初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家乡
5A景区在公益活动上的能动性和企
业责任，希望带给落后地区优秀儿童

积极、有益的“体验”和“见识”。相信，
正面、积极、先进的经历和见识对于孩
子的成长不亚于金钱和物质所能带来
的影响。希望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也
能够有机会参观到最好的科技馆、图
书馆等，也能够有机会和社会各个阶
层的代表交流。孩子们会通过“汲取”
精神营养而成长。

“雨亭行动”是由著名抗日民族英
雄鲁雨亭烈士后人于 2008 年 9月发
起、出资，雨亭基金会(筹)组织，各有关
团体、个人参加的社会公益活动。

(于正华)

7月 30日，“旅游扶贫 尧山在行
动”爱心慈善公益活动在尧山风景名
胜区举办。这次活动为贫困学生每人
发放2000元助学金，并为贫困户发放
电风扇、大米、食用油及爱心食品、衣
物等爱心物资。

尧山所在的鲁山县是我省旅游大
县，旅游资源优势明显，旅游发展潜力
巨大，为带动旅游扶贫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立足丰富的旅游资源，创新实
施“景区+农户”“景区+农家乐+乡村

游”“农庄+游购”“企业+农户+产业+
旅游”四种模式，推动扶贫与旅游深度
融合。天瑞旅游集团始终把带动当地
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实现旅游富民作
为首要任务，开展一系列旅游扶贫活
动，把旅游精准扶贫落到实处。“旅游
扶贫 尧山在行动”活动的开展，将带
动更多的爱心人士把热情投放到关注
与救助贫困地区的行动中，让贫困地
区和人民早日脱离贫困线走上小康和
富裕。 (于正华)

着眼“一带一路” 力促全域发展
——“一带一路”报旅融合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峰会在甘肃天水举行

孟津葡萄采摘节开幕 万斤葡萄免费送

“俺村越来越美了，小日子过得越来越
甜，还是党的政策好啊！”7月 30日，民权县
花园乡赵洪坡村村民翟延宏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走进赵洪坡村，处处景色浓郁，美丽乡
村惹人醉。在该乡党委书记张玉栋的眼里，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让村容景观、生活条件、
环境绿化上有了明显改观，也畅通了村民增
加收入的渠道，更带来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据了解，花园乡为打造“集生态、旅游、
采摘、民俗文化特色于一体”的美丽乡村，修
建了农家乐12处、民俗馆一处、小巷11条，
发展生态采摘园224亩。同时，乡财政投资
280万元硬化了 3条主街道、14条小巷，新
装了路灯 60盏，并建设了 7个面积达 1200
平方米的绿化微地形和洪坡醉湖绿化带。
村内大型废旧坑塘、河道经过疏通、浆砌，使
原本污水横流的废旧坑塘变成了景色宜人
的醉湖休闲娱乐景观，形成了原有的乡村自
然生态水系。

“村里倾力打造的民俗文化一条街和民
俗馆、根雕馆、豆腐坊、老酒坊等民俗文化展
示主阵地，也增强了乡村旅游的观赏性。”郑
州市游客王睿说。

张玉栋说,让游客留下来，村民的经济
效益才能体现出来，赵洪坡村正在借助乡村
旅游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 (丁辉 王自力)

白云深处 一场跨越白昼的生命救援

美丽乡村催热乡村旅游

浚县文物旅游局：

以身边典型提升集体凝聚力

《神灵寨》：以电影形式助推旅游扶贫

“旅游扶贫 尧山在行动”活动启幕

芒砀山旅游区助力“雨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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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泉湖边，鱼香四溢。7月29日，
“鱼”你相约万泉湖，千人共品老锅鱼
活动在林州万泉湖景区举行，活动现
场吸引来自全国各地 6000多名游客
参观品尝。据景区总经理王坚强，本
次活动是万泉湖景区夏季系列活动之
一，是打造景区湖畔休闲品牌的重要
引擎。

上午10时许，随着水上飞人表演
的开始，活动拉开帷幕。具有万泉湖

特色的水上运动会大人孩子齐上阵，
喷水、洒水，共享清凉夏季。随后，比
基尼美女泼水大战等活动，更是将现
场气氛带入高潮。

临近中午，千人品鱼大会在雨中
开始。游客们热情地参与活动，品尝
由地锅蒸煮而成的万泉湖野生鱼。“万
泉湖的鱼肉质鲜嫩，蒸煮手法地道，吃
着很过瘾。丰富的活动也让人很开
心。”游客王先生称赞道。 (刘箐荔)

游客冒雨品尝万泉湖老锅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