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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邀您国庆七天乐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怎样做好乡村旅游扶贫，助推乡村振兴？农家乐
是最好的载体，美食是最重要的吸引力。9月 22日上
午9时，备受期待的“首届中国遂平最受欢迎旅游饭店
暨特色美食大赛”在遂平县奥林匹克广场开幕，对遂平
美食进行了集中展示与推广。

恰逢中秋节假期第一天，游客蜂拥而至，把偌大一
个奥林匹克广场挤了个水泄不通，一派热闹非凡的节
日景象。

美食节，最让游客关注的当然是美食技艺大对
决。各大餐企的老厨们，乡村农家乐的“厨娘”们，你方
唱罢我登台，使出浑身解数，把烹饪的“最美”状态呈现
出来，炖土鸡、牛肋骨、红烧肉、粉浆面条，调凉粉……
一盘盘美味佳肴次第端出。市内旅游饭店的以精致见
长，农家乐的以原汁原味更显朴素无华。

美味佳肴一端出，便是侯占伟等几位美食裁判的评
判环节。各个裁判们先观其色，再用专业味蕾给予评
判。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和现场专家团专业的测评和
打分，佰汇食府、喜香源、花生浆面馆等饭店斩获特金
奖；花园水库石寨铺好清香饭店等9家饭店获得金奖；
光谱饭店、健生园的生煎鱼头等6家饭店获得优秀奖。

现场还安排了免费试吃环节。大厨们的每一盘美
食只要一端上来马上被哄抢一空。“鸡肉太好吃了，下
回我叫妈妈领我去这个农家乐好好吃一回。”没吃过瘾
的小朋友王玉已经被勾出了馋虫。

为了将旅游扶贫落到实处，将农持产品变成旅游
商品，现场还设有十几个旅游扶贫展位及旅游商品展
位。其中，花庄古泉山庄罗富元带来的5000多个土鸡

蛋、100只土鸡、3000斤红薯，因品质好很快被现场游
客抢购一空；来自文成乡的柯来富，种植香菇已有 20
年了，香菇形大质佳，游客们争相购买；遂平玉山镇赵
稳的“玉山扁豆凉粉”展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非遗传
承人崔留军在自己的天一味醋展位前，向游客卖力的
推介着，“吃醋好呀，降血脂，软化血管”。

“以前光知道遂平有嵖岈山，有温泉，真没有想到
还有丰富的美食。”游客张女士表示这回在遂平吃得
好，玩得好。

让游客更惊喜的是，在品美食过把吃货瘾的同时，
还可以近距离欣赏梨园春各位擂主的激情演绎。其
中，8岁梨园春小擂主张泽轩一曲“这次出差到遂平”，
赢得阵阵喝彩，梨园春擂主周雷达、杨松慧、陈迎辉等
的精彩的演出，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2018驻马店全国旅游摄影大
赛暨旅游推广系列活动”的子活动，以“寻乡味 忆乡愁
助脱贫”为主题，带动更多的游客市民参与到休闲旅游的
潮流中，将驻马店遂平打造成有美食美景的幸福乐园。

吃得好 看得好 玩得好

遂平美食大赛嗨到爆

国庆节期间，济源市旅发委协
调各景区、乡镇，为游客准备了丰
盛的节庆文化盛宴，诚邀您来济源
感受国庆七天乐。

目前，2018王屋山金秋养生季
已经启幕，还有万人健步游福地、
逗趣舞蹈大赛、千人太极盛会、秋
季摄影大赛、抖音大赛、红叶节等
精彩活动在国庆期间为游客献礼。

为响应国家相关政策，小浪底
景区自 9月 20日起门票价格降为
40元/人。目前，小浪底景区正在
进行继汛期之后的新一轮泄洪调
度，游客可在国庆期间欣赏黄河飞

瀑的绝世美景。
除此之外，继猴王争霸赛之

后，五龙口在国庆假期推出“西游
也疯狂·嬉游音乐会”活动，还有不
同主题的精彩演艺带您梦回西游。

济源市旅发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任刘慧华表示，十一期间，济源
旅发委在组织好景区精彩活动的同
时，更重视客流高峰安全问题。济
源各景区要切实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工作，提高旅游服务品质，叫响“一山
一水一精神”文化品牌及“愚公故里
传奇济源”旅游品牌，给游客一个放
心、舒心、开心的国庆假期。（李淼淼）

一年一度秋风劲，今岁黄花分
外香。国庆佳节，芒砀山旅游区将
举办以汉文化为主题的“汉风雅韵”
大型菊展，届时将通过汉府民乐表
演、汉府诗歌朗诵、汉舞表演等一系
列互动游戏为游客带来独特的视觉
盛宴。菊展将持续至10月31日。

国庆节期间，在芒砀山旅游区
汉梁王陵景区购物中心还有千人品
汉宴，游客可在 10月 1日至 7日直
接购票入场。10月 6举办的“首届
芒砀山音乐节”精彩无限，届时特邀
CCTV《开门大吉》、东方卫视《中国
达人秀》明星选手前来。 （罗帅）

为了迎接“十一黄金周”的到
来，浚县文物旅游局在古城景点、
大伾山、浮丘山景区提升软硬件服
务水平的同时，还组织了多项特色
旅游活动，为广大游客带来一场视
觉盛宴。

节日期间，大伾山景区广场将
举行“川剧变脸迎嘉宾”活动，届时
将有知名川剧变脸演员现场献艺。
在大伾山景区广场，“来大伾山、赏
一场民俗才艺秀”将邀请浚县知名

社火表演团队，进行花式高跷、特色
舞狮子等表演项目。大伾山天宁寺
举办的“撞响幸运钟·共圆中国梦”
特色活动及在浚县县衙举办“县令
巡街”及“张肯堂县衙断案”古装实
景演出等，值得期待。

同时，“感知浚县文化旅游”省市
作家采风活动也将拉开帷幕。大伾
山、浮丘山还将进行“逛古城、游两
山、做幸运游客”现场抽奖活动，与游
客亲密互动。 （程彦强）

9 月 24 日，在内乡县衙景区，“知
县”带“夫人”“衙役”等人员，与游客一
道进行“百斤”月饼共分享品尝活动，众
多游客排队在大堂前领取月饼共度中
秋佳节。

节日期间，内乡县衙定时推出《知县
审案》《品茶听戏》《县试》《知县招婿》
《鼓乐迎宾》等演艺节目和民俗项目，受
到了广大游客的欢迎。（苗叶茜 王航）

旅游新财富共享创未来。9 月 20
日，河南省旅游企业营销升级暨传统企
业创新发展论坛在方城县七十二潭召
开。150位来自河南各大旅行社的负责
人莅临现场。

如何在互联网+的浪潮下，通过云
自驾联盟这个平台让企业更好更快更
稳地持续发展？会上，河南鸿景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德作了专题报
告《移动互联网颠覆的世界》，同时，对
七十二潭秋季推介会的政策进行了深
度全方位的解读：凡是参加会议的七十
二潭景区合作旅行社均可享受景区所
推出的促销政策。企业转型及营销专
家董会娟还作了《弯道超车——我们怎
么搭上云自驾这趟旅游行业高铁》等演
讲，七十二潭旅游景区总经理王国华也
向大会致感谢辞。

与会人员集体欣赏了七十二潭景
区的宣传片，七十二潭若一幅悠然打开
的泼墨画卷，把充满仙灵之气的山水吸
纳包容，形成了奇峰、秀水、幽谷、日出
交相辉映的诸多美景。 （方轩）

9月 21日，由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主办的 2018河南民营企业百强发布会
在郑州举行。其中，开封清明上河园股
份有限公司强势进入 2018河南民营企
业现代服务业100强榜单。

本次，清明上河园景区能够获得河
南民营企业现代服务业 100强，得益于
自身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和创新改革。
在整个景区，导入“六员一体”服务模
式，即景区每个服务人员都集“安全员、
服务员、导游员、管理员、宣传员、保洁
员”于一体多个角色的转换，以全方位
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同时根据自身特
点，专门设置“六员一体”流动岗位，零
距离解决了游客关心的身边事，大大提
高了游客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据悉，景区员工急游客之所急、想
游客之所想，真正的全身心投入到了为
游客服务的理念中。 （李姗） □朱天玉

9月 24日，在温县陈家沟太极
广场，精彩的太极拳表演引来了围
观游客的阵阵掌声。

以太极为抓手，引领焦作旅游
转型升级，成为焦作旅游的一大亮
点，“旅游+体育”模式不断引领焦
作旅游创造者一个又一个奇迹。

9月8日，神农山景区首届河南
省全民定向赛（神农山站）激情开赛。

9月 9日，2018年中国·云台山
九九国际登山挑战赛暨全国群众
登山健身大会、河南省第八届“三
山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如约而
至，参赛人数创历届之最。

老牌体育旅游品牌魅力不减，
新的体育旅游活动层出不穷，太极
圣地·山水焦作，“旅游+体育”融合
发展风生水起。

太极拳发源地、全国篮球城、
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以
及奥运会冠军陈中、世界游泳冠军
李爽、残奥会冠军冯齐、著名篮球
运动员李根……一个个耳熟能详
的体育品牌和杰出的体育人才，彰
显焦作雄厚的体育综合实力。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强大的
体育“基因”，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市，焦作旅游人找到了最佳着力

点——“旅游+体育”。
“体育品牌赛事与旅游景区深度

融合，使旅游景区在旅游市场激烈竞
争中逐渐形成新特色、新优势。焦作
市今年3月出台的《关于促进全域旅
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推动旅游与
体育融合发展上升到国家政策层
面。体育品牌和旅游景区以融合促
共赢，既是大势所趋，更大有可为。”
焦作市旅游局局长金贵斌表示。

近十年，焦作市依托太极拳、云
台山“一山一拳”两大品牌，每两年举
办一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
赛暨云台山旅游节。高规格的节会
活动，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今年 6月，云台山景区举办首届中
国云台山夏季英雄大会，首次实现
了 5A级景区旅游品牌与英雄大会
体育品牌的深度融合，为云台山多
元化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

以太行山为纽带，将云台山、青龙
峡、青天河、神农山、黎明脚步山地公园
等串联起来，为登山爱好者“慢游”焦
作提供便利的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系
统——中国焦作·南太行国家登山健
身步道，项目一期正在加紧建设。

一项项精彩活动，焦作“旅游+
体育”硕果累累，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市，焦作全面发力，打好“旅
游+体育”融合牌，一路前行。

“旅游+体育”
助推焦作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

秋分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中秋小长假期间，洛
阳重渡沟景区用当地特色农作物玉米秆、辣椒、玉米棒、南
瓜等搭建造型奇特的丰收屋，为众多游人端出万斤秋果拼
成的“丰收大餐”，与游客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活动现场，花生、板栗、山枣、柿子、野生猕猴桃、核桃等
山里的干货齐上阵，可爱的姑娘们端出“丰收大餐”赠送游
客。万斤秋果均是当地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特产，由于当
地盛产竹子，用竹编筐满载各种山果更显生态。这些在城
市看不到的景象，满足了游客体验丰收的愿望。在用玉米
棒子、红高粱搭成的丰收屋前，游人纷纷拍照。 （杨建兵)

9月 23日是秋分日，是我国首个农民丰收节。鸡冠洞景
区举办了“迎金秋·庆丰收——千人共享丰收糕”活动，迎接
第一个农民丰收节的到来。共享丰收糕、快闪秀、抬花轿等
精彩绝伦的欢庆活动，为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9月 23日上午11时，在鸡冠洞景区中心广场上，大型丰

收糕、水果、干果供游客免费品尝，喜迎金秋，欢庆丰收。导
游姑娘们跟着动感的音乐节奏，跳起青春的舞步，引众多游
客驻足观看，围观拍照。抬轿人真抬真走，坐轿人假坐假扭，
抬坐默契两无间，以假当真乐悠悠。美女导游与游客手牵
手，围着丰收糕载歌载舞、共庆丰年。 （许晋)

五彩缤纷鸡冠洞 喜乐金秋收获多

万斤秋果香满园 重渡沟里话丰年

浚县旅游盛宴待品味

芒砀山汉风雅韵菊花香

老君山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境内，
是浩荡八百里伏牛山的主峰，因道教始祖老
子归隐修炼于此而得名，自古被尊为天下名
山，道教圣地，号称洛阳的"避暑山庄"。

10年来，老君山斥巨资对景区进行升级
改造，荣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伏牛山世界
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等诸多桂冠，景区做好基
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提升软件建设，为游
客打造了便捷、舒适、温馨、安全的游览环境。

老君山不仅有通高 59米的老子铜铸圣
像、规模宏大的金顶庙宇群落、奇特的花岗
岩峰林奇观、先进的高速高空缆车、总长一
万余米的环山水平悬空栈道，还有云海、神
光、日出等奇异天象，更有茂密的森林、众多
的飞瀑流泉造就的绿色环境和洁净空气。

走进老君山，您可以登极顶，观红日喷
涌、望云卷云舒；临幽谷，仰飞流直下、听泉
响瀑鸣；置林海，嗅花海芳香、聆百鸟齐鸣；
走栈道，尽览绝世峰林、如履平地坦途；乘云
索，笑看群峰俯首、正是青云直上。

秋日的老君山，天高云淡，层林尽染，漫
山野花，野果飘香。行走在栈道石阶上，听
风吹红叶沙沙作响……快约上三五好友，到
老君山五彩秋趣节寻找别样的秋天吧！

世界地质公园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河南省十佳风景名胜区

峰林仙境老君山 层林尽染美翻天

【二日游特价】

198元/人（包含老君山门票、追梦谷门票、往返旅游巴士、一晚农

家住宿、一早两正餐、优秀导游服务）

【团队专线】

碧沙岗0371—57168657 紫荆山0371—65529366

东大街0371—69118358 太康路0371—67777072

新通桥0371—86630202 城东路0371—89937993

绿城广场0371—67716866 旅游百事通：0371—55689750

自驾线路：郑州-郑少洛高速（或连霍高速）-转洛栾高速-直达老君山

景区咨询电话：0379-66838888

开封清明上河园
上榜民营企业现代服务业百强

河南省旅游企业营销升级
暨传统企业创新发展论坛举行

“十一”旅游黄金周，云梦山草
原风情音乐节、朝阳山千人瑜伽
秀、古灵山水幕灯光节、秦街快乐
童趣节、赵庄山水美食游、纣王殿
水美乡村游，邀您约会淇县，共赴
一场山水的盛宴。

滑草喊泉玻璃桥，骑马射箭祭
敖包。10月 1日，为期 7天的云梦
山草原风情音乐节将开幕，游客可
走进牧民人家，体验独具特色的异
域风情。位于云梦山巅的高山滑
草项目也将正式开放迎宾。同时，

在云梦山古军校遗址，《调师离位》
《武士迎宾》等鬼谷子文化实景演
出将全新亮相，带您领略云梦山研
学旅游示范基地的魅力。

10月 2至 6日，千人瑜伽秀将
“瑜”您相约朝阳山，“秀”出美丽与
时尚，陪您一起领略秀美的自然风
光、浓厚的文化底蕴、时尚的旅游
活动，体验别具特色的禅意旅行。

相约淇县，游云梦山纵享草原
风情，登朝阳山赏千人瑜伽秀，欢
度别样的快乐旅程。 （张小燕）

内乡县衙：游客度佳节

淇县精彩丰富迎嘉宾

继龙门石窟、少林寺、云台山、
小浪底等国有景区发布降价消息
后，9 月 25 日，又一国有景区——
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门票优惠调整政策。

据介绍，新乡八里沟景区涵盖
八里沟、回龙（原天界山）、西莲（原
九莲山）三个 4A级旅游景区，目前
正处于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冲
刺阶段。10月 1日起，八里沟景区
三个游览区原门票总额218元调整
为 120 元，相比原价格下降 45%，
此门票三日内有效。

同时，凡购买八里沟（78元）或
西莲游览区（80元）全价门票，可选
择其他两个游览区中的其中一个免
门票游览。当然，如果时间不允许，

游客也可以在三个景点中任选一
个，单独买票，单独游览，票价不变。

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红昌表示，此次价格调整旨
在整合南太行优势资源，保留品质
一日游，强化精品两日游，推动休
闲度假游，为游客提供更高品质的
旅游产品与温馨服务。 （刘春香)

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门票降价

美食裁判进行评判 免费品尝乐了孩子 梨园春小擂主前来助阵

各类美食引来众人争相品尝

9月 25日，2018中国·新乡万仙山国际攀岩节暨“一带
一路”国际攀岩大师赛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宣布大赛将
于10月 12日—15日在万仙山景区举行。

攀岩被称为“岩上的芭蕾”，极具挑战性与观赏性。河南
新乡万仙山具有得天独厚的岩壁资源，2010年被国家体育
总局评为“国家级攀岩公园”，是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
个国家级攀岩公园。雄浑壮美的红岩绝壁和U形峡谷资源
备受攀岩专业运动员和广大爱好者的青睐。2014年起，全
国攀岩分站赛在此举行。今年的活动更是深化内涵，融入了

“一带一路”主题，旨在通过体育赛事这样的平台，加强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手的合作与交流，传播中国文化。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攀岩攀冰部部长厉国

伟介绍，截至目前，共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波兰、乌克兰、
新加坡等国家和国内选手 80余名队员报名。这其中，有数
次打破速度攀岩世界纪录的何翠莲，也有瞿海滨、陈翔志等
名将。波兰的博尔德乐福，曾多次获得国际攀联世界杯的冠
军，也会赶来参赛。

本次比赛不仅设有男子、女子专业组速度赛、难度赛，还
特别设有自然岩壁经典线路挑战之旅，吸引驴友、岩游参
与。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500余名专业运动员和攀岩爱好
者将齐聚万仙山国家攀岩公园，进行一场“释放激情、挑战极
限、岩友切磋、乐享时尚”的攀岩盛会。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
会、河南省体育局、新乡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 (刘春香)

攀岩大师聚新乡 万仙山上迎挑战

获奖旅游饭店及农家乐欢喜领奖

太行山八里沟石人迎客 韩修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