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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欣赏大自然美景、深入乡村

体验游、饱览历史文化古迹、畅

游博物馆之都……刚刚过去的

国庆长假，洛阳市旅游市场格外

红火，人气旺盛，亮点纷呈。

据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统计，2018 年国庆七天假日期

间，洛阳市共接待境内外旅游者

628.36 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

53.27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3.84%、17.1%，双双再创佳

绩，谱写了全域旅游精彩的洛阳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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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一碗当地的特色糁汤面、一根香肠和一
个馒头，这样的一份午餐在景区里只卖一元
钱。今年国庆假期，洛阳市栾川县老君山景
区推出的“一元午餐”引发热议，赢得游客和
网友点赞，成为假日景区餐饮的一股清流。

“景区餐饮价格高”几乎是旅游中最公
开的秘密，特别是在“节假旅游”中，餐饮乱
象事件时有发生，为了防止“被宰”，很多人
出游都选择“自备干粮”。

洛阳市栾川县的国家5A级景区老君山
却在10月 1日推出了“一元午餐”，只需一元
就能买到一碗当地特色糁汤面、一根烤肠和一
个馒头。景区内“一元午餐”的售卖处未设收
银员，只有一个无人看管的收款箱，旁边的牌
子上写有“无人值守，自觉投币，自助找零”，全
靠游客自觉投币后排队领饭。

10月 4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晚间新闻播
出《无人值守“一元午餐”游客点赞》，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新网、环球网、北京青年报、中
国之声、人民网、新浪、网易、搜狐网、中华
网、河南卫视、安徽卫视、江苏公共新闻频道
等国内主流媒体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报
道。“一元午餐”荣登百度风云榜、微博搜索
风云榜……一时间，老君山“一元午餐”成为
众人谈论的话题。

其实，老君山景区并不是第一次推出此
类活动。去年十一“黄金周”，老君山景区首
次推出“一元午餐”，游客只需花一元钱，就能

买到包括面条、馒头、荷包蛋在内的“一元套
餐”。该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出“一元午
餐”是为了让游客享受到更暖心的服务，只要
游客有需求，景区就会坚持做下去。

有网友评价，景区中售卖的食品普遍较
贵，对于游客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老君山推
出的“一元午餐”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暖人
心；“一元午餐”持续7日，无人值守，自助投
币，餐费不少反多，“良心餐”换人心。也有
网友高呼，“这样的旅游‘营销’可以再多一
些。”

关于“一元午餐”，记者采访了洛阳其他
景区，倒盏民俗文化村总经理刘佳磊认为：

“‘一元午餐’是好事，看似‘亏本生意’，其实
带来的效果是良性循环，旅游服务有温度，
值得我们学习。”

无独有偶。今年暑假期间，栾川县和嵩
县联合推出高速免费活动，嵩县白云山景区
还推出了一元门票活动，新安县黛眉山景区
推出的免费“千家宴”活动，无不体现着景区
的贴心服务。

记者还了解到，国庆期间，适逢洛阳河

洛文化旅游节，“双节”叠加，洛阳的各大景
区不约而同实施“降价”“免费”等政策，龙门
石窟、小浪底降门票，洛邑古城、孟津卫坡等
景区免门票，木札岭、龙峪湾、西泰山、定鼎
门博物馆、龙马负图寺景区门票半价，灵山
寺景区游客通过网络购票优惠价，平乐牡丹
画创意园门票免费、购物八折，倒盏民俗文
化村免门票、商铺免租金，黛眉山针对部分
游客免门票……游客、市民接踵而至。

种种惠民政策的实施，推动洛阳旅游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了从“景点景区旅游”
向“全域旅游”发展转变的步伐，也取得了明
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作为旅游文化名城，“旅游+惠民”已经
成为洛阳旅游形象“新名片”。

让群众在细微之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旅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不收
费、餐饮住宿控涨幅、环城高速豫 C车辆免
费通行、文化消费有补贴。今年的牡丹文化
节，洛阳市按照“以节促建、以节促管、以节
推介、利民惠民、全面提升”的指导思想，推
出旅游惠民的“洛阳模板”。

旅游惠民惠的是当前，而着眼的却是景
区和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

随着洛阳建设国际文化名城的步伐不
断加快，“一元午餐”“高速免单”一夜爆红，
开始成为旅游“爆品”，让旅游回归旅游，让
服务回归本身，让“远者来”“近者悦”，洛阳
正用高质量文化旅游供给增强人们的获得
感、幸福感。9

国家艺术基金人才培养
资助项目落户洛阳

“三彩艺术创新人才培养”在洛开班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焦丽君 刘
雅心）10月 8日上午，洛阳师范学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
金2018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三彩艺术创新
人才培养”项目在洛阳开班。

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文
化和旅游部，河南省美术馆、郑州大学及洛阳本地的专
家学者出席开班仪式。

据悉，国家艺术基金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正式成
立，是中央财政拨款，同时依法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捐赠的一项公益性基金，旨在繁荣艺术创作，培
养艺术人才，打造和推广精品力作，推进艺术事业健康
发展。在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立项名单中，
河南省入选项目 28个，其中艺术人才培养项目 3个，分
别为洛阳师范学院的“三彩艺术创新人才培养”、郑州大
学的“音乐考古人才培养”、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

“舞台美术人才评论人才培养”。
据了解，洛阳三彩艺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称为

“中国最艳丽的陶瓷”，是中国工艺美术类别中的一个独
立门类，尤其是三彩釉画作品、大型三彩环境艺术壁画
等，备受国内陶瓷艺术界人士的推崇。具有百年办学历
程的洛阳师范学院历来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与传
承工作，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成果丰硕，对中
国三彩的教学和研究一直走在河南乃至全国高校的前
列，为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做出了卓越贡献。早在
1986年，该校就正式成立“洛阳师专壁画工艺研究室”，
开始三彩艺术的人才培养与课程建设工作，陆续培养出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郭爱和、中国传统工艺大师郭晓和等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艺术家与企业家。2015年该校又设
立“中国三彩艺术研究院”，2016年 9月，“中国三彩艺术
馆”在洛阳师范学院正式开馆，成为国内首家以系统全
面展示三彩艺术历史为主题的专业陈列馆。

据介绍，“三彩艺术创新人才培养”首期培训班吸引了
来自北京、上海、新疆等10多个省区市的30多个学员参
加，这些学员来自高校、科研院所，或作为非遗传承人等，
将在未来三个月时间深入学习洛阳三彩艺术的相关课程。

开班仪式上，洛阳师范学院院长梁留科还为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郭爱和颁发洛阳师范学院教授、中国三彩艺
术馆馆长聘书。9

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博物馆已
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长假“旅游目的
地”。

国庆节前，由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精心策划的“研学洛阳，读懂中国”旅游产
品和线路，在国庆长假受到众多游客青
睐，洛阳博物馆、天子驾六博物馆、王铎故
居、千唐志斋、程林文化园等研学游景点
也因此“吸粉”无数。

嵩县嵩湖生态园景区举办农耕文化
展，集中向游客展现传统的农耕文化；田
湖镇程村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开展首
届程朱理学文化节书画展，宣传展示传统
二程儒家文化、书画文化，“母亲教育，营
造书香家庭，树立廉洁家风”报告研讨会

弘扬传统家风；王城公园金秋展、鸡冠洞
广场狂欢舞会、栾川手擀面大赛、重渡沟
金秋嘉年华活动、老君山五彩秋趣节等各
大景区假日节庆活动异彩纷呈、特色鲜
明，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繁荣了假日旅
游市场。

“节庆游”激发洛阳全域旅游新活
力。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了许多暖心故
事:老君山无人值守“一元午餐”；洛阳警
察热情服务外国游客；白云山景区工作人
员帮助走失的孩子找到母亲；重渡沟景区
秉持人人都是安全员、服务员、保洁员、救
护员、宣传员“五员一体”理念，让游客宾
至如归，既暖人暖心，又彰显了洛阳旅游
形象。9

“一元午餐”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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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王飞）10月
9日，2018“创之星”中美创新创业大赛电子信息领域决
赛在洛阳举行。

据 了 解 ，本 届 大 赛 由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交 流 中 心
(CSTEC)、美中创新联盟(UCIA)、河南省科技厅、洛阳市
人民政府主办，洛阳高新区管委会、洛阳市科技局、洛阳
北航科技园等单位承办，吸引近千家美国企业及创客团
队参加了报名和海选。

经过前期的海选以及在美国7个城市的初赛，最终产
生了16个项目进入电信信息领域的决赛。作为洛阳与北
京合作的内容之一，16个参赛团队赴洛阳前曾于北京进
行赛前集训。此外，本次决赛中获胜的前三名将于2018
年11月赴苏州参加“创之星”中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比赛同时，项目团队人员、创业导师、投资人等与当
地各方资源的一些对接活动也陆续展开。比赛次日，美
国参赛团队还将参观洛阳高新区代表企业，并前往洛阳
北航科技园与洛阳市电子信息领域 40多家重点企业进
行 B2B项目对接。洛阳高新区近年来在电子信息领域
培育了中航光电、中重自动化、麦斯克、凯迈电子、鸿业
科技和众智软件等一批优秀的企业。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在中国的“创之星”路演给大家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中美企业家之间创造了联
系，也帮助美国项目在中国市场开拓了新的商机，能有
效实现国内重点城市和地区与国际高端创新资源链接
互动，共同发展。

据悉，美中创新联盟是总部设在美国的，由中美多家
知名创新机构发起成立的，致力于推动中美创新合作的非
营利组织。在比赛开幕式上，作为中美创新创业大赛组委
会成员之一的美中创新联盟与洛阳国家高新区管理委员
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一致同意推进双方资源共
享，搭建科技交流与合作平台和通道，组织开展专业讲座、
项目对接、研讨会等活动，推进双方的产业合作等工作，并
促进双方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合作。9

“创之星”中美创新创业大赛
电子信息领域决赛在洛举行

今年国庆假期，正值洛阳河洛文化
节举行。“双节”叠加效应，假日景区火
爆的背后，是旅游+惠民的持续发力。

龙门石窟、小浪底景区门票“降价”；
木札岭、龙峪湾、西泰山、定鼎门博物馆、
龙马负图寺景区推出“门票半价”；黛眉
山、灵山寺、平乐牡丹画创意园，针对部
分人群免票、打折、享优惠……旅游优惠
诚意满满，旅游门槛一再降低，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旅游热
情，催旺了洛阳旅游市场。

为让来洛游客能够玩得开心，游得
舒心，洛阳市旅发委实行24小时值班，
12301旅游热线昼夜提供旅游咨询、投
诉处理服务，及时为游客排忧解难。

面对长假客流高峰，智慧旅游在假
日“人潮”模式中大显身手。

龙门石窟通过微信购票、刷脸入
园、自助讲解、语音导览、停车场小程
序，大大减少了游客排队和等待时间，
提高了旅游舒适体验度，七天假期，共
接待游客 28.71万人次；隋唐洛阳城国
家遗址公园增设门票专用通道，凭票扫
码入园，自主研发上线的旅游攻略类
APP“探秘神都”，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
分享体验，人气十足。

逛古镇、住民宿、吃农家饭、买特产，
成为旅游新体验。假期期间，洛阳市乡村
旅游活动多、内容新、人气旺。

体验诗意的田园生活，了解传统农耕
知识，孟津县会盟新米节推出水稻收割和
碾新米等游乐体验活动；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余热未消，白鹤镇举行的“丰收古
渡·醉美白鹤”，让游客直观体验丰收盛景
的捕鱼表演和“鱼廊”景观；伊滨区倒盏民
俗文化村举办蒸汽火车游倒盏活动让游
客感受复古穿越的乐趣。

栾川潭头镇拨云岭开展“金秋骑游·
助力脱贫”乡村休闲活动等，为游客提供
了穿行山林、漫步花海、感受民风的绿色
旅游新体验，不少外省市游客驾车远道而
来，感受各具特色的乡村自然风光，体验
与众不同的乡土文化艺术。

黛眉山景区的 5D玻璃栈道、网红秋
千等个性化、体验化、情感化、休闲化的体
验式旅游项目让旅游立体化，游览多元
化，延长了游客景区停留时间，拉动了二
次消费，提高经济效益；栾川天河大峡谷
举办螃蟹美食文化节，游客尽享“秋风起
蟹脚肥”的视觉与味觉双重盛宴。

此外，众多景区还适时推出美食节、
购物节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购买景区纪
念品和土特产，白云山景区举办金秋公益
山货节，核桃、板栗、猕猴桃、香菇木耳、拳
菜等山货特产供不应求。老君山景区假
期期间设置临时摊位点，让农民进景区卖
山货，游客在临时摊点争相购买栾川当地
原生态山货，既满足了游客购买新鲜山货
的需求，也为农民扩宽了农产品销售渠
道。

“降价”惠民受追捧
便民服务暖人心

体验旅游花样多 产业带动劲头足

文旅融合受热捧 服务品质再提升

龙门石窟通过微信购票、刷脸入

园、自助讲解、语音导览、停车场

小程序，大大减少了游客排队和

等待时间，提高了旅游舒适体验

度，七天假期，共接待游客 28.71

万人次

28.7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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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邑古城光彩照人。 本栏图片均
为曾宪平摄

畅玩小浪底

洛阳老君山“一元午餐”。 曾宪平 摄

明堂天堂音乐秀

为陶瓷艺术大师颁发聘书 陈才忠 摄

“节庆游”激发洛阳全域旅游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