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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薄薄的云雾，洒向巍峨雄
伟的伏牛山。跟往常一样，勤劳智慧的栾川人民又开
始了一天的忙碌。

自7月 20日第二届“自驾游栾川·高速我买单”活
动启幕以来，奇境栾川再次引发全国关注。截至8月 5
日 18:00，这里已经迎接八方游客 76.81万人次，累计
174420辆自驾车享受到免费政策。35万栾川人民正
热情地拥抱四海宾朋，从容地应对着旅游大考。

全域共融、全民共享、全行业参与的“自驾游栾川·
高速我买单”活动创造了一个个旅游神话，引来八方游
客点赞。7月30日至8月5日，栾川喜迎高速免费“黄金
月”中的“超级黄金周”，特别是 8月 4日，栾川县迎来
史上最强客流高峰，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 13.33万人
次，打破 2017 年高速免费单日最高 10 万人次的记
录。面对这场硬仗，栾川人再一次用心用爱顺利通关。

“本次活动诠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栾川模式’新
内涵，全体栾川人经受住了大客流的考验，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不让一位游客在栾川受委屈’的诺言，也为栾
川赢得了建设向上向善旅居福地新栾川的士气和力
量。”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8月 3日—5日，记者走进魅力山城，感受到栾川
旅游人应对史上最强客流高峰的执著和从容。

全域栾川展开画卷 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旅游景区火了 八方游客乐了 当地百姓富了

这个暑期，栾川无疑是最热门的避暑地。高速免费、
门票免费、住宿半价、加油打折等惠民信息，加之“八”

“十”“百”“千”的旅游盛宴，迅速刷爆了“朋友圈”。数以
万计的游客纷至沓来，徜徉在奇境栾川的诗画山水中。

8月 4日，在高速免费的第16天，记者在老君山景
区见证了史上最强的客流高峰——

当天凌晨 0时许，老君山“庆祝开放十周年·高速
门票我全免”活动启幕，在景区门口，等候入园的车辆
有序地排起了千米长龙；4时，索道开启，首批游客陆
续上山；8时，车流不息、人声鼎沸；9时，景区停车场及
道路两旁停满了整齐的车辆；10时左右，景区达到最
大承载量，并发出预警提示，将游客迅速分流至鸡冠
洞、天河大峡谷等景区。

“当天老君山入园超过4.3万人次，车辆、收入均创
景区开放以来单日历史之最。我们当天劝退了2万多
游客，景区承诺 5号再免门票一天。”彻夜未眠的老君
山管理局副局长徐雷虽面露憔悴，仍难掩兴奋。

火爆的不只是老君山。自 7月 30日起，栾川在高
速免费“黄金月”中又创造出一个“超级黄金周”，让栾
川旅游成为真正的“人气王”。这一周，天河大峡谷的
免门票活动，吸引游客 1.07万人次，创下景区开园以
来最高记录；鸡冠洞景区的门票半价、龙峪湾景区推出
一车仅买一张票、重渡沟农家宾馆半价优惠等一系列
优惠政策此起彼伏，使每个景区和乡村旅游点接待人
次和收入均创新高，客源市场迅速延伸至山西、陕西、
河北、安徽、湖北等地。

值得一提的是，党支部的核心作用为本次活动提
供了保障。7月29日，重渡沟党支部提出倡议，号召星
级农家宾馆在 8月 1日对游客执行半价优惠。随后，
全体党员举手表决、全票通过，全村278家星级农家宾
馆的近万张床位减半收费。

“‘超强黄金周’进一步发挥栾川全域旅游目的地
的优势，彰显了栾川全域旅游对超大客流的承载能力
及对大型活动的组织保障能力。”栾川县副县长张向阳
表示:“‘超强黄金周’将景区捆绑起来营销，让核心吸

引物更加吸睛；分时段优惠，让每个景区都成了活动的
主角。同时，游客在栾川的时间延长，刺激了景区的

‘二次消费’，也将加快栾川的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过
度，助推产业转型发展。”

全域栾川展开美丽画卷，八条火爆线路亲子游，十
大美丽乡村旅游景区免费游，百场特色主题活动爽一
夏和千万商家福利及百万现金红包集字疯狂送，吸引
了四海宾朋。

“本次活动有效拉动了旅游业和三产的发展，旅游
接待体系日臻完善，为构筑大旅游格局、打造旅游目的
地城市奠定了基础。”栾川县旅工委主任孙欣欣告诉记
者，高速免费使景区、宾馆、饭店、超市、加油站等服务
行业赚得盆满钵盈。庙子镇庄子村、陶湾镇协心村、狮
子庙镇高山渔村、秋扒乡秋扒村、潭头镇石门土屋等乡
村旅游点成为游客休闲的首选目的地，县城宾馆和农
家宾馆平均入住率达 90%以上，广大群众在应接不暇
的游客接待中，鼓了腰包，积累了经验，提振了发展旅
游奔小康的强烈信心。

向善栾川凝心聚力 暖心故事频频上演
为了一切游客 一切为了游客 为了游客一切

如梦的云雾轻卷曼舞，山峰淹没在梦幻般的云
海。君山犹如万顷汪洋，翠峰恰似千帆竞渡……

8月 4日上午，在老君山云景索道上站口，与如画
的风景相映成趣的是如织的人流。排队上山的队伍遥
指远方，游人不免有些烦躁，景区准备的一份别样的

“礼品袋”——一个煮熟的玉米棒、一瓶矿泉水、一个新
鲜的桃子让人倍感温暖；在中天门，烈日下的游客喝着
解暑绿豆汤，顿时感觉心旷神怡……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面对大客流的严峻考验，栾川旅游接待传递着文

明和温暖，凝聚起向上向善旅居福地新栾川的社会正
能量。可爱的栾川人，正在用热情和真诚践行着“为了
一切游客、一切为了游客、为了游客一切”的庄严承诺。

同样是 8月 4日上午，鸡冠洞医务室值班医生龚
玲玲接到值班经理电话，一名20多岁的女孩在景区洞
口晕倒，紧需医疗处置。时间就是生命！龚玲玲和县
卫计委值班救援医生迅速对接，仅用了12分钟就把女
孩送到了医院。当记者向龚玲玲采访此事时，她腼腆
地一笑：“游客也是自己的亲人，应该的！”

感人的故事频频上演。栾川交警在夜间为游客检
修熄火的车辆，解燃眉之急；鸡冠洞景区用“一根线”为

游客熄火车辆打火充电；重渡沟景区工作人员捡拾游
客手机在烈日下等待归还；龙峪湾景区工作人员齐心
协力推出驶入排水沟的游客车辆；樊营社区党员群众
用砖头及叉车助力游客车辆脱困……

夜幕降临，全县住宿临近饱和，栾川高速免费指挥
部启动栾川一高附中临时住宿点，不让一位游客露宿
街头。在该住宿点，来自开封的张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栾川确实是人亲地可爱！”
栾川旅游高速免费活动指挥部发布消息称，在满

负荷旅游接待中，栾川旅游安全形势稳定，旅游市场运
行平稳，未出现严重车辆拥堵事件，广大商户诚信经
营，没有出现“天价房”“天价饭”等不良现象，良好的旅
游服务环境赢得游客赞誉。

“ 走，我带你们回家”“ 旅游警察烈日下的等
待”……这一幕幕感人的故事，构筑了栾川别样的风景
线，也成了栾川最好的宣传语。

奇境栾川自然不同 景区互助共赢未来
服务忙而不慌 车辆多而不乱 景区难而不困

高速出口的自驾车辆文明行驶，志愿者耐心服务；
老君山的云景、中灵、峰林索道正常运转；重渡沟、鸡冠
洞景区内人头攒动、井然有序；天河大峡谷五彩缤纷的
露营帐篷迎风绽放；龙峪湾的森林氧吧惹人心醉
……透过栾川县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监控画面，深切
地感受到：一张张有序的画面彰显着一个旅游目的地
城市的管理水平；一个个景区携手弹奏着“奇境栾川·
自然不同”的全域动人乐曲。

“栾川景区一家亲，‘兄弟’相助不算账。”天河大峡
谷总经理张大勇似乎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地理解。

张大勇告诉记者：8月2日，天河大峡谷景区的免费
政策带来游客井喷式增长，景区小交通运力饱和，老君
山景区迅速调遣8辆观光车队及时增援。第二天，抱犊
寨景区交通运力饱和，总经理张志辉打来求助电话。张
大勇和公司副总经理王军伟二话不说，亲自驾驶观光车
直奔抱犊寨景区。到了8月4日，老君山游客爆满，与之
相邻的鸡冠洞景区闻讯后，迅速抽调精英团队前往疏导
交通、分流客源……

柴多火旺，水涨船高。高速免费活动高潮迭起，全
域栾川抱团共迎挑战彰显着大爱。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栾川县 35
万人民竭尽全力为游客保驾护航，迎来盛赞。其间，各
级领导亲临一线、作战指挥，使旅游接待有条不紊。全
县上下整体联动，全力投入到旅游接待和各项应急保
障工作。“有困难找警察”成为游客的一句口头禅；旅游
巡回法庭走上街头；公安、交警、城管、交通、医疗等多
部门抽调精兵强将奋斗在一线；66812344旅游热线成
了服务游客的第一道窗口……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
“本次活动对正在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及国

家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的栾川来说，是一次有益的
尝试。”栾川县县长王明朗坚定地说，踏着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出彩的节拍，栾川汇集起 35万人民的力
量应对着高速免费的考验，于润物无声中凝聚起向上
向善的栾川力量，彰显着旅居福地的卓越品牌。

高速出行不收费 优质服务不打折 “兄弟”相助不算账

单日客流突破13万 奇境栾川从容应对

在重渡沟景区，车辆文明行驶、依次进入

俯瞰老君山景区，车辆排成长龙，秩序井然有序

鸡冠洞景区人流如织，人声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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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轩

涛涛黄河，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黄帝故里新
郑，就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诞生和建都之地，黄
帝故里西向 15公里的具茨山，就是中华民族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建功立业的主要活动地方。

具茨山，是中岳嵩山的余脉，位于河南禹州、新
郑、新密、长葛一带。《史记》载黄帝曾登此山：黄帝登
具茨，访大隗，命驾于襄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
具茨山主峰名为风后顶，位于新郑市辛店镇境内。据
当地百姓口口相传，因是黄帝大臣风后的封地而得名。

具茨山山清水秀，风景如画，黄帝文化遗迹遍布
山野。近年来随着远古奇异的岩画、壮观的城堡、神
秘的石棺墓葬被陆续发现，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如今，具茨山已是国家 3A级景区，有轩辕阁、迎日推
策台、梳妆台、三宫、嫘祖庙、黄帝屯兵洞、黄帝避暑宫、
幽胜宫、黑龙潭、白龙潭等数个文化遗存与景点。

“水流万里有源，树高千丈有根”。中华民族的根
脉在黄帝故里，在巍巍具茨，这个根亲龙脉如今在神
州大地，在我们脚下黄土地和黄河水的滋养下，已经
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中原文化就是她壮硕的树干，
她的冠盖世世代代荫庇着亿万炎黄子孙。

历史文献和当代田野考古一再印证，轩辕黄帝极
其胄延：帝喾、颛顼、帝尧、帝舜、帝禹，其活动和建都
的地方几乎都在中原地带，中原成了各家文化汇合、
交融的主要地区。至北宋之前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发
展，都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和通衢之地的，而她们的
根脉在中原大地，在巍巍具茨。

近年来，随着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连年成功举
办，这里已经成为中华儿女尤其是港澳台胞及海外华
人华侨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拜一拜圣山，捧一把故土，成为不少海外华人
的心愿。如今，充分开发利用黄帝文化，打造黄帝文
化品牌，把具茨山建成河南黄帝文化体验区、省会郑
州的后花园，已是时机。

笔者建议，可以借鉴国内名山建设的经验，加快
郑州生态、文化旅游建设步伐，科学规划具茨圣山的
建设发展，发掘历史文化遗产、传承黄帝文化，高起
点、高品位、高标准，打造黄帝文化即中华根文化，集
儒释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于一体的全球华人根亲
文化圣地。一是把建设中华传统文化，同具茨山众多
黄帝遗址结合起来，修葺原有景点，让海内外炎黄子
孙在黄帝故里拜祖后，到具茨山上领略自然风光，感
悟始祖功德，体味肇造中华之艰辛。二是在郑尧高速
新郑西出口至具茨山建设高标准旅游道路。

盛世，是一个民族总结历史，塑造精神、塑造灵魂
的时代。在我们伟大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肇造民族
活动过的圣山上，建设我们民族的圣地，它不仅是我
们中华民族盛世的盛事，同时也将为全世界中华民族
炎黄子孙，营造一个立体的、可视的、牵动民族情结的
精神家园，昂首走进新时代，让中原文化更加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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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为 2018嵩山少林武林大会主题活动之一，“武林风”
嵩山少林国际功夫盛典在嵩山景区举行。30余位中外功夫高手
共赴英雄盛会，“中华百姓英雄”王洪祥、“中原神腿”洪光等功夫名
家亲临赛场助阵并担任现场解说，来自全球的万余名游客在少林
圣地欣赏比赛，充分领略功夫的妙义。

此次盛典在精彩的武术表演中拉开序幕，来自中国、俄罗斯、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国的众多功夫高手，在嵩山脚下
捉对厮杀，缤纷的武术套路、酣畅痛快的搏击场面、功夫技巧的精
彩比拼，让现场游客看得热血沸腾。

据介绍，此次功夫盛典堪称一场世界级的功夫较量，参赛人员
大部分曾在国内外搏击赛事上夺得过冠军，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赛场上，各路高手杀招频出，勾拳、侧踢、重击、高鞭腿等绝技淋漓展
现。本次比赛共分9场，其中有5场为中外对决，中国选手在中外对
决场次中表现精彩，取得5场全胜的优异成绩。 （韩昊铮）

云梦山水笑迎客，古智今用话传承。近日，2018海峡两岸鬼
谷子文化交流大会在淇县云梦山景区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代表和鬼谷子文化研究会成员参加了交流会。

淇县云梦山，是战国时期纵横家鼻祖智圣鬼谷子的隐居地，先
后被授予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研究基地、中国
鬼谷子文化圣地、河南省对台文化交流基地等荣誉称号。近年来，
淇县充分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以鬼谷子文化交流为纽带，不断
深化两岸在文化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交流机制，创新交
流形式，提高交流质量，共同传承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优良
传统，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交流会上，两岸专家学者就鬼谷子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深
入交流研讨。通过学术交流，两岸同胞的感情不断加深，历史认同
感持续增进，学术研究水平明显提升，鬼谷子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两
岸同胞心中。此次海峡两岸鬼谷子文化交流大会的召开，对于进一
步挖掘和传承鬼谷子文化，促进鬼谷子学术研究深入开展，加快淇
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李贤华 李振节）

进入暑期以来，前往开封清明上河园消夏度假的游客络绎不绝。图为清明上河园《开河祈福》大型演
艺，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李姗 摄

中外功夫高手 嵩山比拼武艺

淇县喜迎鬼谷子文化交流大会

记者从郑州市旅游局了解到，郑州法莉兰童话王国魔法戏水
狂欢节已经于 7月 28日大幕开启。本届戏水狂欢节推出“水枪大
战、泡沫派对、摸鱼大战、水果大战”等丰富的娱乐方式，丰富省会
游客的夏日生活，为绿城再添清凉好去处。

据了解，法莉兰童话王国是一家童话情景体验式休闲旅游区，
致力于打造适合亲子活动的童话主题公园。园区以梦幻童话为主
题，将童话故事、主题演艺、游乐设备等时尚娱乐元素与优秀文化
符号巧妙融合，创造出充满幻想和创意的童话之地。

继法莉兰童话王国“国际小丑狂欢节”之后，本届戏水狂欢节
旨在为市民避暑休闲提供好去处，打造全新情景体验式主题乐园。

该活动将一直持续到8月20日，其间将举办泼水狂欢、夜场狂
欢、演艺狂欢、泡沫狂欢、水果狂欢、水球狂欢等系列旅游活动，带
给市民独特的夏日旅游节、玩水节、狂欢节。 （张莉娜）

当红旗渠遇上动漫和微电影，红色文化立刻酷了起来。
7月 27日，影动红旗渠——2018红旗渠微电影、动漫大赛正式

启动，只要你会演、会拍，请来红旗渠，这里有万元大奖等着你；如果
你擅长画漫画，会制作有趣的动画，那么也请你来拿奖。

红旗渠精神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中国动画学会会长余培
侠表示，本次大赛的举办对弘扬红旗渠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必将进
一步推动红旗渠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据悉，本次大赛作品征集时间从8月份开始，9月15日结束。大
赛围绕“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将
红旗渠元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红色精神紧
密结合，通过微电影、动画短片和漫画等形式，以创新的表达方式展现
红旗渠精神。参赛作品可参考红旗渠风景区元素进行创作，也可针对
红旗渠精神的内涵进行自有创作。大赛设置全场大赛1名，奖金为2
万元。大赛组委会设置微电影、动画及漫画专业组、学生组各类山碑
奖（金/银/铜）和优秀奖，以及丰厚的奖金奖励本次大赛的优胜者。

在全域旅游及智慧旅游的大背景下，红旗渠景区不断发展创
新，在新的文化传播环境中讲述红旗渠故事、传递红旗渠精神。林
州市旅发委副主任、红旗渠风景区董事长马和平表示，红旗渠景区
积极探索新路径和新方法，本次大赛旨在依托新媒体、新形式展现
红旗渠精神新的文化内涵，创造多种表现形态，打造红旗渠多元化
品牌。 （何美芳）

红旗渠微电影、动漫大赛等你来

法莉兰魔法戏水狂欢节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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