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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香

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金秋

的河南，到处充满了喜庆祥和的丰收

画面。山更美，水更清，是秋游的最

好时节。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对旅游美好生活的需要，河南省

旅游局提前部署，充分发挥省旅游局

的统筹、指导、引导作用，充分调动全

省各省辖市、各景区的积极性，在全

省营造浓厚的双节旅游氛围，形成双

节期间全省旅游市场全面繁荣的旅

游盛况,打造了系列节庆产品，推出

了“记忆老家·传承中华、田园老家·
硕果飘香、缤纷老家·乐活自在”三大

主题的旅游内容，在近一个月的时间

内共推出 120 余项活动，80余项优

惠政策，涉及景区达85个。

作为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

传统节日，中秋节历来讲究团圆喜

庆，各地也会举办各种活动进行庆

祝。每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在全年

旅游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

置，今年又适逢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三大节日相映生辉，旅游将成为

老百姓享受假期的首选。

省旅游局负责人介绍，通过本次

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深度挖掘河南丰富多彩的文化资

源，努力让活动富有时代感和生命

力，让节日文化更好地适应新时代、

符合新要求、展现新气象，让人民群

众在参与中增强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凸显河南旅游在中原更加出彩中的

作用和担当。

喜迎中秋、国庆双节 我省推出三大主题旅游大餐
包含120余项活动、80余项优惠政策

乐游老家河南 开启幸福双节之旅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精神命脉。今年以来，省旅游局围
绕中华传统节日，活化文化资源，
打造了系列旅游产品。中秋节是
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闻名世
界的中华文明瑰宝。挖掘中华传
统中秋民俗，打造“老家河南”节庆
产品，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活化，对
中华文明的传承，也是丰富旅游产
品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的务实之举。

中秋节是以团圆、赏月为主
题的传统节日，今年的中秋，省旅
游局策划推出了“2018河南中秋
雅乐赏听会”，定于9月 21日在新
乡宝泉主办。这场活动以壮美的
南太行山水为背景，以先秦以来
出土的河南古乐器及古乐谱复原
演奏贯穿全场，以“千人朗诵中秋
诗词”为亮点，以河南特色文化服
饰展演为内容充实，将为消费者
奉献一场传播“老家河南”诗与远
方结合的、形象品牌推广的盛
会。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
和传承，丰富旅游产品体系，用好
旅游这个载体，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同样由河南省旅游局参与主
办的洛阳河洛文化节，今年将同
期举办首届中原文化旅游博览

会。国庆期间，焦作温县陈家沟
将开展“太极大师亲授之旅”活
动，陈小旺、朱天才等太极“四大
金刚”将亲自传授太极健身之道，
开展太极祭祖大典、太极拳展演、
公益讲座等活动。

双节期间，全省各地也结合
自身独特的文化优势，深入挖掘
中秋及特色民俗，奉献一场场文
化旅游盛宴。首次举办的许昌

“神垕古镇钧瓷开窑节”于10月 1
日启动，不同的窑口每天都会有
庄重的开窑仪式；濮阳 2018国际
杂技艺术节期间，雅俗共赏的杂
技艺术将呈现给每一位游客；《甲
骨文里的哪些“人”》殷商情景剧
将在安阳殷墟上演，巩义康百万
庄园的“中秋月圆话家道”晚会和
永城芒砀山“家国团圆大月饼”活
动，充满团圆的味道；周口太昊陵
祭祖仪式、三门峡地坑院民俗展
演、商丘火神台“商文化”展演、南
阳社旗山陕会馆“关公文化旅游
节”、济源五龙口的“西游狂欢节”
等，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体
验活动。

所以，到河南来寻找记忆中
的老家，将是一次中华传统文化
的传承之旅，是一次尽享河南文
化盛宴的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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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是河南最色彩斑斓的旅
游季节，河南秋季旅游产品种类
多样，多元而多彩。在省旅游局
的统筹下，各省辖市围绕各自优
势资源，策划主题活动，并积极带
动所属景区分别开展特色活动，
主要分为“山色秋韵”“繁‘花’盛
宴”“都市休闲”等类型。各省辖
市主要活动如下：

•巩义竹林长寿山红叶节
时间：10月
•平顶山 2018第八届中国·

尧山红叶节
时间：10月
•安阳林州太行大峡谷“多

彩太行，七彩峡谷”活动
时间：9月6日—10月 30日
•安阳红旗渠旅游国际美食

节
时间：10月 1日—7日
•鹤壁云梦山草原风情音乐

节
时间：10月 1日—30日
•鹤壁古灵山灯光节

时间：9月15日—10月 10日
•鹤壁五岩山抖音大赛
时间：10月 1日—7日
•新乡万仙山金秋摄影节
时间：9月1日-25日
•南太行户外运动欢乐季
时间：9月1日—10月 31日
•焦作云台山邓丽君 5D 全

息投影演唱会
时间：9月15日—10月 15日
•许昌第十八届中国·中原

花木交易博览会
时间：9月26日—10月 31日
•漯河神州鸟园国庆狂欢季
时间：10月 1日—7日
• 南 阳 老 界 岭 幻 光 森 林

PARTY
时间：9月22日—25日
•驻马店嵖岈山“打卡网红

嵖岈山”活动
时间：9月22日—10月 7日
•驻马店温泉小镇首届七彩

百合文化节
时间：9月20日—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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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老家河南·中秋雅乐
赏听会

时间：9月21日 15:30启动。
地点：新乡宝泉景区
2.“太极大师亲授之旅”
时间：10月 1日至10月 7日
地点：温县陈家沟
3. 河南各省辖市相关旅游活

动
•中国开封第 36 届菊花文

化节
时间：10 月 18 日-11 月 18

日
地点：清明上河园、龙亭景

区、铁塔景区、天波杨府、中国翰
园等景区

•2018洛阳河洛文化节
时间：9月20日—26日
地点：洛阳市市区
•安阳殷商情景剧演出
时间：9月 22日，10月 1日—

7日
地点：殷墟景区
•安阳岳飞纪念馆祭祀展演
时间：10月 2日一场（10：00）
• 2018 年中国云台山中老

年国际文化旅游节
时间：9月19日—9月20日
• 2018 中国濮阳国际杂技

艺术节
时间：10月 16日—22日
•许昌禹州钧瓷开窑节
时间：9月底至10月初

•三门峡地坑院景区民俗展
演

时间：9月 22日—24日、9月
29日—10月 7日

•南阳社旗山陕会馆景区关
公文化旅游节

时间：9月27日—30日
•商丘火神台景区“商”文化

展演
时间：9 月 22 日—24 日、10

月 1日-7日
•周口太昊陵景区明太祖朱

元璋祭祖仪式
时间：9 月 22 日—24 日、10

月 1日-7日
•驻马店南海禅寺景区菊花

展
时间：9月22日-11月 2日
•济源五龙口景区西游狂欢

节
时间：9 月 22 日—24 日、10

月 1日-7日
•永城芒砀山旅游区大汉华

服秀、千人品汉宴、中华成人礼
时间：10月 1日—7日
•巩义康百万庄园“中秋月

圆话家道”晚会
时间：9月24日
•巩义杜甫故里穿越唐朝诗

会
时间：10月 1日—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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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