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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桓宇
本报通讯员 李炜珂 李旭柯 张真真

4月20日上午，郑州黄河南岸、母亲河畔，
春和景明、鸟语花香；风清气正、游人如织，一
派浓郁的大黄河旅游气息，扑面而来。

“景区积极响应郑州市委市政府把郑州市
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号召，以项目为带
动，建设一个文化、旅游和生态文明型景区。
近年来，我们为了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
施，打造舒适的游览环境，保护区域内的生态，
陆续建设一批大型项目，截至目前，我们已经
完成了主要供水、旅游设施的改造，完成了景
区网络的改造，为景区转型升级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经济发
展局负责人毛志明向记者娓娓道来。

项目是推进。
当前，景区正在建设的项目有：大禹山环

境提升改造，水源地基础设施提升，黄河气垫
船码头基础环境提升改造。另外，为了规范景
区的管理，已经对景区南入口区域进行了拆
迁，下一步将对该区域进行提升改造，同时玫
瑰谷项目也已经落地，将于下一年春天开门迎
客。为了进一步规范旅游管理秩序，景区正在
谋划停车场外迁，目前该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已
经编制完成。

通过这些高规格、全方位的改造，将使景
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得到完善，优化
景区的空间架构，同时辅以旅游产业产品的调
整，景区将彻底实现转型升级。

项目是抓手。
“在景区的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及

时做到查漏补缺，及时做好相关项目的配套建
设。同时，做好景区的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规
划编制等工作。”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管委
会规划建设局局长金涛告诉记者。

文化就是生产力。
金涛表示，这些项目完成以后，我们将结

合景区的规划，实施景区的封闭工程，重新规
划旅游线路，引导游客更好地进行文化、旅游
体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从规划入手，
从小的细节、到大的景观，增强文化格调，加大
文化元素，融进文化气息。

文化是景区的灵魂。

“站在市场的角度，站在游客的角度，我们
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文化、旅游活动，其产生
的品牌传播效应、对游客眼球的吸引效应，以
及对旅游市场的拉动效应，都是很明显的。”郑
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旅游管理部门负
责人王琳感触很深。

王琳说，2018年上半年，景区将结合节庆
活动，积极做好对外营销和产品的立体式宣传，
比如，有平面媒体，有户外广告，有网络展示，还
有自媒体密集的传播。在四月的踏青季节，景
区策划、开展了“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第二届风
筝节”，活动以孩子游乐、体验为中心，让游客参

与、互动，成为景区拉动春季旅游的一大亮点。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018年以来，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结合

河南省旅游局、郑州市旅游局的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行动方案，成立专门小组，积极进行景区
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比如：倾力打造
广场文化演艺，加大文化、旅游和生态项目的
建设，全都围绕着景区的转型升级，在做、在探
索、在实践。

时不我待，天道酬勤。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时

间紧迫感，不仅去周边优秀景区考察学习，也邀

请文化专家来景区倾听其意见，主动和知名文
化公司对接，向他们学习取经。通过“走出去”
和“请进来”借脑借智，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一方面，景区以建设大项目为引擎，打造大
旅游，拉动大市场；另一方面，依据现有的资源、
文化，加大景区转型升级的力度，通过多渠道、多
平台，精耕细作，力争把文化、产品、营销做得更
扎实、更生动、更出彩。”王琳对记者感言道。

时代华章，盛世经典。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中华百位历史名人

像”群雕即将落成揭幕，近期将与海内外的游
客正式见面。为此，景区还特意请专业技术团
队开发了名人雕塑微场景，让广大游客通过指
尖就可以与先贤明哲们互动，轻松感受中华传
统文化的气质与魅力。

另外，为了扩大“中华百位历史名人像”的
品牌影响力，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还特别向郑
州市民推出了“2018年60元游一年”的电子年
票，以此作为景区回馈市民的一项文化福利，
来宣传景区品牌、放大名人像效应，弘扬、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增加景
区炎黄广场上的文化氛围，郑州黄河风景名胜
区正在倾力打造“祈福拜祖”“桃园三结义”“力
士脱靴”等文化演艺节目。

“我们将以全新的演艺方式，来解说文化、
展示文化、传承文化，使景区文化丰富起来、鲜
活起来、灵动起来。”郑州市黄河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炎黄管理所所长张尧接受记者采访时，信
心满满。

一幅充满文化、旅游和生态文明气息的大
黄河之旅的美丽画卷已经徐徐展开。

大黄河，谱写新时代文化、旅游和生态建设新篇章

雾森景观，如梦如幻黄河飞瀑，气势如虹

乘车路线：
①16路:火车站→大石桥→南

阳路→江山路→景区
②18路：北环路陈寨→北环路

南阳路→江山路→景区
③旅游 1号线：中原路西四环

直达景区
④郑焦城际高铁，到黄河景区

站下车，乘免费摆渡车到景区
自驾车路线：
①南阳路北环立交桥→江山

路→向北直达景区
②连霍高速惠济站出口→江山

路→向北直达景区

③连霍高速花园路出口→花园
路向北→大河路→江山路→向北直
达景区

④连霍高速文化路出口→文化
北路→大河路→江山路→向北直达
景区

⑤连霍高速沟赵出口→西环→
大河路→江山路→向北直达景区

⑥郑云高速桃花峪黄河大桥→
郑云高速古荥镇出口→大河路→江
山路→向北直达景区 。

景区门票：成人60元，儿童一
米四以下免票，一米四以上全票。
老年人60岁以上半价，70岁以上免

票。凭学生证半价，现役军官免票。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惠济

区黄河南岸1号
联系电话:0371-68222228
网址：www.hhscenic.com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大气磅礴、风景如画

友情提示

4月24日，记者从开封天波杨府了解到:
为迎接“五一”小长假，天波杨府景区推出了
一系列彰显杨家将文化的活动。杨家将故事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众多
游客慕名而来。

“五一”节期间，景区将紧扣杨家将文化
主题，开放了忠烈杨家将展演厅，放映杨家将
主题影视剧；同时天波杨府景区深入挖掘杨
家将文化内涵，精心准备了《杨令公点兵》《秘
传杨家枪》《四郎探母》《杨家将功夫展演》等

实景演出节目；游客还可以跟随杨排风游览
天波杨府听杨家将故事。游客既可在游览天
波杨府宋式建筑群的同时，尽兴在园林美景
中“遨游”；又可驻足欣赏再现北宋杨家将历
史故事的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参观游览的同
时更真实地体验天波杨府的忠烈文化内涵，
品味宋文化的无穷魅力。天波杨府以整洁的
园容园貌、鳞次栉比的古式建筑群和令人目
不暇接的北宋杨家将文化展演活动迎接四海
宾朋的到来。 （吕桓宇）

4月 21日，鸡冠洞“锦绣盛唐·雍容花贵”
2018高山牡丹节拉开帷幕，景区内满园牡丹
争奇斗艳，犹如一幅连绵不断、精妙绝伦的五
彩锦缎，在雨水的滋润下显得格外娇艳欲滴。

莺啼燕舞四月天，牡丹花开香满园。赏
《盛世花开》，数名身着旗袍的女子迈着轻盈的
步履，舞动曼妙的身姿，演绎着富丽高贵；听
《牡丹之歌》，丝竹管弦声中诵牡丹国香，赏锦绣
乐章，把典雅的韵律展现得淋漓尽致。之后，景

区邀请游客品尝千人牡丹宴。到了晚上，大型
文艺节目精彩亮相：舞蹈、歌曲、走秀、民乐等多
种表演形式悉数登场，好戏连台，群“演”荟萃。

高山牡丹花开正浓。与此同时，鸡冠洞
新建项目高空玻璃索桥——幸福桥，高空漂
流——天河漂流，高空飞碟与游客见面，打破
了鸡冠洞景区产品单一，游客活动项目少停留
时间短的局面，建设成为了集旅游观光、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许晋）

4月 29日~5月 1日，洛阳白云山景区将
推出“弹琴说爱过五一”系列活动，游客携带
中国古琴类乐器到白云山拍摄视频或照片分
享到“洛阳白云山古韵琴风”，即可免门票和
景区内的交通票。

活动期间，在白云山景区的玉皇顶、九龙瀑
布、森林氧吧、小黄山等景点均有古风琴艺表
演，身穿古风服饰的女子坐在琴前，或在白云山
顶，或在瀑布前，或在丛林深处，琴声、美景、美
人三者融为一体，好似一幅灵动的画卷。在上

述景点，均有成套古装和乐器供游客试穿和拍
照，游客还有机会获得油纸伞等礼品。

白云山景区拥有 8万平方米的华山松、
落叶松森林氧吧。气势恢宏的九龙瀑布落差
123米，犹如一匹白练自天而降，舞动雄壮的
身躯，倾泻而下，铺展出一幅“珠帘钩不卷，匹
练挂遥峰”的壮美画面。在白云山玉皇顶，云
海胜景，日出奇观，山顶一切美景尽收眼底。
来到这里，城市里的喧嚣与压力瞬间消散在
无尽的高山与自然之间。 （崔胜杰）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在研中游，在旅中学。之前，教育部联合
多部委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
见》，要求助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

4月19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研学旅行工
作委员会、中国研学旅行联盟、红旗渠风景区管
委会联合在北京召开《红旗渠研学旅行课程》评
审会，宣布国内首套具有鲜明特色的研学旅行课
程开发成功，红旗渠精神将融入山水、走向全国。

据悉，红旗渠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自力更生、艰
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是我们
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红旗渠研学
旅行课程开发团队集合了拥有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
国内著名学府和多年中小学一线教育科研及教学

经验的精英人才。课程设计结合研学旅行“以研促
学、知行合一”的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创新设计
方法。课程内容以红旗渠工程和红旗渠精神为中
心，紧密结合中小学课标和研学需求，构建了面向未
来的多学段适配、多学科综合、多感官刺激、多维度
评价及模块化、层次化的内容体系。

评审会上，课程开发组向专家组详细汇报课
程定位、课程设计理念、课程体系结构、课程内容
安排，并回答了专家提问。评审专家组组长、国
家开放大学文法教学部部长刘惊铎组织评审，国
务院资深参事、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任玉岭，原
教育部教育装备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玉先，原国
家旅游局红色旅游办公室副主任胡呈军等9位专
家组成评审专家组进行评审，一致认为本课程设
计及课程内容达到预定目标，同意结题。

专家组认为，本课程以传承和弘扬红色文
化和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心，以红旗渠为载体，以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依托红旗渠景区、
红旗渠教育实践基地及周边研学资源，融合各
学段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强调精神培育、心灵
洗礼、知识贯通、动手实践、科学探究，面向中小
学生开展主题研学旅行活动，适应时代要求，符
合国家政策。同时，本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贴合各学段学生特点和研学需求，具有较好
的可实施性和可拓展性。经过本课程的试行和
后续不断完善，能够为培养德才兼备、知行合
一、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
人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会议最后，红旗渠营销中心经理、红旗渠研
学部经理何美芳代表红旗渠在会上表态：“此次
红旗渠研学旅行课程通过评审标志着红旗渠研
学旅行迈上新台阶。未来，我们将牢记使命，携
手奋进，不断创新，走出一条研学旅行的新路，
推动红旗渠研学旅行走向标准化与国际化。”

五一小长假，内乡县衙将推出精彩纷呈
的各种演艺节目和互动项目，让广大游客玩
得快乐、游出特色、体验智慧。

内乡县衙定时定点推出《鼓乐迎宾》《知
县审案》《品茶听戏》《宣讲圣谕》《三院禁约碑
揭碑仪式》《官民同乐》《知县招婿》《县试》等
演艺节目和大量民俗互动项目；《知县招婿》
和《县试》节目游客不但可以参与互动并且有
礼品赠送。动感4D影院，以强烈的冲击画面

和风雨雷电特效，以优惠的价格在逼真金戈
铁马模拟环境中，以强烈临场感和视觉冲击
感受内乡县衙 700年的历史变迁，同时赠送
小朋友们喜欢的体验影片。县衙历史文化街
区 100余家特色小吃让您目不暇接，游内乡
县衙，就近逛古街、品小吃，别有一番滋味。

近两年，内乡县衙加强智慧博物馆建设，
便捷、时尚、个性的新旅游、新体验，让内乡县
衙之旅变得更加丰满生动。（朱天玉 苗叶茜）

研学新突破 旅行新亮点
——红旗渠研学旅行课程通过专家最终评审

开封天波杨府：杨家将文化谱新篇

洛阳白云山：“弹琴说爱”过五一

内乡县衙:精彩演艺亮点多

鸡冠洞：高山牡丹竞芬芳

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发表了关于表彰
2016-2017年度河南省省长质量奖获奖单
位的决定，根据《河南省省长质量奖管理办
法》规定，决定授予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
公司等单位“2016-2017年度河南省省长质
量奖”荣誉称号。

据了解，河南省省长质量奖每两年评审
一次，是省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奖，授予
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实施卓越绩
效管理模式、质量管理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
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取得显著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单位。

作为国家AAAAA级景区，清明上河园
不仅是中国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基地、
中国优秀传统节日文化溯源地，更是全球活
化宋文化集中的产业示范基地。经过近 20
年的卓越发展，由于精准定位、勇于创新，清
明上河园完成了从“名画”到“名园”的华丽蝶
变，成为中国文化旅游产业的引领者。

清明上河园践行国家“品质旅游”的方

针，通过拓展训练、服务比拼等活动打造一流
的服务团队；通过引入社会监督员机制，全方
位、多视角收集意见并将其纳入提升规划；通
过细节彰显品质，让游客感受惊喜；通过文明
旅游的大力宣传，让游客能够体验到更加贴
心、舒适的品质服务。

清明上河园负责人表示，景区已经率先
进入资本市场，多项经营指标位居全国前
列。接下来，景区将不断挖掘、传承和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异彩纷呈的宋
文化，再现文化自信。 （李姗 姚亚彤）

开封清明上河园:
获“河南省省长质量奖”荣誉称号

4 月 25 日，由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
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济源市分公司共同发起
的“走进园博园 把美丽小浪底寄出去”明信片
发行仪式在郑州举行。这是黄河小浪底水利
枢纽风景区携手济源邮政，共同推动小浪底旅
游市场发展的又一创新举措。

“把美丽小浪底寄出去”明信片展示了黄河
小浪底调水调沙的恢弘气势，只要扫描明信片背
后二维码，就能直接看到小浪底调水调沙的壮阔
景象。每张明信片在展示小浪底壮美风光的同
时，也是一份具有门票代金券功能的“大红包”。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以宣传小浪底旅游为
突破口，以邮政渠道尤其是郑州园博园主题邮
局为展示平台，以明信片宣传功能为切入点，
形成了景区主导、企业参与、园区互动、市民欢
迎的异地旅游宣传新模式。主办方希望社会
各界成为活动的支持者、宣传者、实践者，用双
手寄出小浪底的美丽，让更多人了解小浪底。
这是邮政将利用独有的网络优势，服务地方经
济，助推地方旅游的具体体现。 (韩维)

走进郑州园博园
把美丽小浪底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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