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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13日，许昌市第十
二届三国文化旅游周组委会分别
在开封、洛阳、郑州举行了三国文
化旅游周推介会。推介会不仅对
三国文化旅游周活动进行了介
绍，开展了旅游推介，公布了三国
文化旅游周LOGO和 IP形象，还
启动了“把美丽许昌寄出去”纪念
明信片邮寄活动。

据悉，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
将于4月28日至5月3日举行，活
动主题为“曹魏风、三国情、许昌
行”。三国文化旅游周将继续深
入挖掘许昌特色文化，整合许昌
文化旅游资源，着力打造许昌“曹
魏故都、智慧之旅”的品牌形象，
吸引更多游客和客商来许昌观光
旅游、投资创业，推动许昌成为三
国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和旅游目
的地。

精彩纷呈的系列活动，将展
现许昌“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的独

特魅力。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围
绕“许势待发—许你非凡三国”的
创意，策划“建安文学—建安七
子”和“曹魏古城”邮票首发、曹魏
古城首秀、“东城杯”国际马拉松
比赛、三国营帐趴盛典、首届首山
油菜花旅游文化节等多项旅游体
验活动，为市民带来一场文化旅
游盛宴，为外地游客打开一扇了
解许昌的窗口。

据许昌市旅游局副局长吴验兵
介绍，从 2007年开始，连续举办
的三国文化旅游周已经成为提升
许昌形象的金字招牌、促进文化
繁荣的战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
的强大力量、扩大对外开放的有
力支撑。许昌市着力打造“曹魏
古城—智慧之旅”“神垕古镇—体
验之旅”“宜居花城—休闲之旅”
三张旅游名片，城市魅力与日俱
增，步入了全域旅游新时代。

(张莉娜)

许昌：三国文化旅游周“许”势待发

4月 14日，淇县第十二届“朝
阳山+灵山小镇”登山节开幕，吸引
了来自北京、山东、山西、河北、天
津及我省的数千名登山爱好者参
与其中。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山东
泰安的成敬斋和河南大学的学生
张仝祎分别获得男子组、女子组的
冠军，荣获 2018 元的奖金及价值
万元的奖品。

本次比赛起点设在全国美丽乡
村灵山小镇，途经千年悬空古刹朝
阳寺、元宝石、普渡桥、朝天门等景
点，比赛终点设在好汉坡，赛程总长
近3000米。

“砰！”上午10时许，活动鸣枪开
跑，浩浩荡荡的长跑队伍向前延伸。
经过激烈角逐，好消息相继传来：14
分08秒，参赛选手成敬斋成功到达
终点，荣获男子组第一名；很快，张仝
祎迅速跑向终点，成为女子组的第
一名。其他奖项也分别名花有主。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荣获
男子组冠军的成敬斋表示：“第一次
来淇县朝阳山景区参加登山比赛，
感觉这里自然风光秀美，历史文化
丰厚，赛道由公路、石板路、台阶路

有机结合，非常适合登山健身，不愧
为户外登山基地！”

据悉，本届登山节为期一个月，
旨在引导生态旅游的理念和健康时
尚的生活方式，推广全民健身运
动。朝阳山、灵山小镇经过精心策
划和周密安排，为广大参赛选手和
游客呈现了一个集登山健身、民俗
文艺展演、特色美食品鉴等内容于
一体的“立体化展示”。经过十多年
来的不断努力，朝阳山景区已逐步

将登山节打造成为可以满足不同层
次游客和登山爱好者喜爱的旅游节
庆品牌。

据淇县文物旅游局局长邢培生
介绍，近年来，淇县以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全力打造全
域发展新格局。今年是淇县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攻坚年，淇县
将坚定地走优质旅游发展之路，努
力谱写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淇县篇
章。 (张小燕 吴鹏嘉)

4月15日，洛阳鸡冠洞景区高
空玻璃漂流首漂成功。中原游客
又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出去。

据悉，五一期间,鸡冠洞高空
玻璃漂流将与大家见面。与此同
时，景区新上项目高空玻璃索桥、
高空飞碟、大型水上乐园等期待
游客来挑战。

据了解，鸡冠洞高空玻璃漂流
项目投资550余万元，从2017年
10月开始动工，以倾力打造中原
首条高空玻璃漂流项目。此项目
是鸡冠洞景区旅游创新重点项目，
设计独特，造型优美。远观，恰似
一条碧蓝色的天河盘踞在景区中
心区域的山间；踏上高空玻璃漂流
掠过花海，穿越丛林，惊艳无比。

鸡冠洞景区天河漂流，全长
1800 米橡皮筏沿着蜿蜒的玻璃
滑道直下，拐弯回转处激起朵朵
浪花，引得围观游人惊呼不断。

高空玻璃索桥——幸福桥，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

看你。景区高空飞碟项目在高空
玻璃索桥下方，刺激好玩！位于
高空玻璃漂流下站台处的水上乐
园，清凉舒爽，为即将到来的夏季
旅程增添无限精彩。

据悉，鸡冠洞依据景区的区
位优势与资源状况，将溶洞游主
题引入设计概念，通过对大型娱
乐项目与溶洞相得益彰的环境营
造，让游客在鸡冠洞游览地质奇
观的同时充分享受休闲度假的无
限乐趣，着力打造特色鲜明、内涵
丰富、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的旅
游精品景区。 （许晋）

高空玻璃漂流等你来

4月15日，2018年度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
在河南省驻马店嵖岈山风景区拉开大幕，嵖岈山首
站比赛共吸引4000余名跑步爱好者参赛报名，比
赛共设置了山地马拉松42公里个人赛、山地马拉松
21公里个人赛和4.2公里群众健身赛三个项目六个
组别的比赛。本站比赛中，精心设计的山马赛道将
山地、湖泊、林地等风景元素串联起来，沿路湖光山
色，美不胜收；山路赛道惊险刺激，极具挑战性。

开幕式上，驻马店市副市长冯玉梅表示：“本
次马拉松系列赛首站赛事在驻马店嵖岈山举行，
是美丽的驻马店与伟大的马拉松精神的再度交
融，将迸发出绚丽火花，不仅让我们更加体验到马
拉松的独特魅力，也将把无限风光、富有生机、充满
活力、开放奋进的驻马店展示给全国和世界。”

嵖岈山风景区总面积50平方公里，景区内人
文史迹星罗棋布，自然景观不胜枚举，1998年《西
游记》连续剧也曾在此取景拍摄。 (于正华)

近日，方城县分别在安徽徐
州、亳州、阜阳等地举行“丝路之
根，生态方城”旅游推介会,吸引
安徽游客到方城游览。

方城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的
东北缘，古称缯国、阳城、裕州，有
7000多年的文明史。这里是丝绸
之路源头之一，中华曾氏祖根地、
博望侯张骞封侯地、岩书岩画之
乡、西汉先导张释之故里。

近年来，方城县紧紧抓住各
级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战略机
遇，围绕打造“全域旅游”的目标，

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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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
念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迅 猛 。

（朱天玉）

方城群山披锦绣

方城：旅游推介诚邀客来

□本报记者 朱天玉

4月 14日早5点，在火车汽笛声中，
今年首列来自湖北咸宁、武汉的“云台山
号”系列旅游专列，浩浩荡荡地开进焦作
火车站，996名湖北游客有序的登上了
开往云台山景区的大巴，依次驶往云台
山景区，“云台山号”湖北专列的到来，只
是焦作实施“引客入焦”“留客在焦”战
略，发展全域旅游的一个缩影。

据悉，自去年年初，焦作市启动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工作，成立了高规
格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修武县、博爱县
全力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十大文
化旅游园区建设成效明显，云台天阶国
际饭店、陈家沟太极拳文化国际交流中
心等一批大项目先后建成投用，嘉应观

旅游区、青天河服务区项目列入全国优
选旅游项目，青天河成功创建省级旅游
休闲度假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题的
云台山凤凰岭索道、青龙峡索道改造，神
农山索道提升改造，云阳寺扩建，陈家沟
东沟和老村改造项目，以特色旅游为主题
的云台山航空旅游、夜游云溪谷、360°
环球影幕、巴士房车小镇、高山草甸帐篷营
地、陈家沟中华太极馆工程，以休闲度假综
合服务为主题的绞胎瓷产业园、万花庄

“龙”文化旅游区、韩愈文化公园、承享生态
园等项目进展顺利；大型旅游商业综合体
万达广场顺利开业；太极体育中心、森林
动物园、丰润园、月山寺成功创建3A级旅
游景区，全市A级景区数量达到22家。

“云台山综合旅游度假区、太极拳大
学、嘉应观田园综合体、修武县运粮河城

区段生态文化旅游项目、当阳峪陶瓷产
业园等一批新项目的积极推进将大大丰
富焦作全域旅游的新元素，使焦作旅游
实现了跨越发展。”焦作市副市长魏超杰
十分重视项目建设对全域旅游发展的引
领作用。

同时，焦作市强化节会品牌营销，积
极筹办好每两年一届的云台山旅游节，
每年一届的焦作红叶节等，丰富全域旅
游要素，取得了丰硕成果；博爱县、沁阳
市创新举办了博爱美食节、沁阳神农文
化节等，各项主题活动和优惠政策接连
不断。强化对外交流合作，与40多个知
名旅游城市合作建设海外网络营销平
台，在洛杉矶和多伦多设立了焦作旅游
宣传推广中心，与美国大峡谷续签了“姊
妹公园”合作协议，与百度、携程网开展

旅游合作，加入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亚太旅游组织三
大组织，持续开展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成功举办了韩国
首尔、釜山旅游宣传推广周活动，深化与
韩国庆州市、忠州市的旅游合作，加快推
进焦郑融合发展，组织举办了中国功夫
之旅品牌推广协作体焦作旅游推介会，
推出了线路产品并进行集中宣传推介，
云台山、陈家沟、嘉应观被列入全省重点
推荐的“中华源”精品线路。

“全市全域旅游发展势头迅猛。
2017年，焦作市共接待游客 4695.92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86.13 亿元。
今年，焦作力争接待海内外游客5200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20亿元。”焦作
市旅游局局长金贵斌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全域旅游引领山水焦作新时代

山地马拉松 开跑嵖岈山 淇县春色新 登山正当时

新闻速递

鸡冠洞：高空玻璃漂流等您五一来□本报记者 张莉娜

王屋山下群峰吐翠，济水河畔百花
竞艳。“全域旅游”蓬勃发展,让济源处处
洋溢着勃勃生机。

近日，2018中国·济源女娲文化旅
游节、王屋镇第二届国际菜花节等节庆
活动轮番登场，装扮着济源的人间四月
天。

小沟背：女娲文化节 喜迎八方客

4月15日，在济源市小沟背·银河峡
景区，2018中国·济源女娲文化旅游节
拉开帷幕。社会各界人士与来自四面八
方的游客相约娲皇故里、齐聚鳌背山下，
公祭娲皇。

本次活动为期三天，除了开幕式之

外，还举行了民间艺术精粹展演、民俗文
化展示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吸引了数以
万计的游客徜徉山水之间。

据悉，女娲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
共同祖先和人文始祖。小沟背·银河峡
风景区是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
人、断鳌立极之地，也是女娲文化的源起
之地。这次活动的举办，对传承女娲精
神，推动全域旅游，促进文旅融合，助推
百姓脱贫致富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小 沟 背·银 河 峡 风 景 区 为 国 家
AAAA 级景区，自 2006年对外开放以
来，累计接待游客300余万人，年均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2500多万元，较好地带动了第
三产业的发展。全域旅游的发展不仅改变
了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也使他们的
观念得到极大更新。小沟背、黄楝树及周

边村群众开设农家宾馆、饭店160多家，从
事土特产品销售的农户数十家。

王屋镇：四月菜花黄 流金百里香

王屋山下，菜花竞相开放。放眼望
去，金黄的菜花与连绵的青山、蜿蜒的公
路、嫩绿的麦苗相映成趣，如诗如画。

4月 14日，王屋镇第二届国际菜花
节暨“山乡花海”随手拍摄影大赛开幕，
吸引了大批市民相聚王屋镇柏木洼，畅
游金色乡村，拥抱音乐花海。记者了解
到，柏木洼的村民自发地以大地为画布，
在 3000 亩菜花田里绘就出独特画卷。
从空中俯瞰，憨态可掬的笑脸、惟妙惟肖
的生肖鸡、活泼可爱的生肖狗等图案拉
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

赏花当然少不了拍照，“山乡花海”

随手拍摄影大赛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
举起手中的“长枪短炮”，将美景定格在
方寸之间。当天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既有年轻人喜欢的吉他弹唱,又有二胡、
戏曲等精彩民俗表演,现场好不热闹。

据悉，本届菜花节将持续到 5月上
旬，游客可到王屋镇领略全域旅游下的
美丽乡村，寻找耀眼的万亩金黄。

全域济源绽放“醉”美春天

美丽乡村入画来 贾书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