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云山风景区

白云山滑雪场海拔1600米，面积5000平方米，
可同时接纳 400人，雪场提供包括滑雪单双板、雪
圈、雪服、雪镜、头盔等成人和儿童雪具。整个滑雪
场引进国际先进的造雪、压雪设备和全新的服务配
套设施，紧邻滑雪场的白云国际酒店配套服务设施
齐全，冰上碰碰船、雪地摩托、真人CS、射箭、丛林穿
越等项目，让您拥有别样的冬季。

今冬明春，白云山将启动白云山冰雪童话城、梦
幻灯光秀、萌宠动物园、白云山高山大庙会、新春灯
展等项目供游客赏玩。

即日起至2019年 2月 28日，凡购买白云山门票
即送高山森林雪乡滑雪场体验券一张（限时一小时）。

●木札岭风景区

木札岭冰雪奇观 别样视觉盛宴

2018年 12月 25日，洛阳木札岭第二届冰挂旅
游节将拉开帷幕，木札岭景区打造 100多处冰挂观
景点，冰挂、冰瀑、冰柱、雾凇等交相辉映，形成数千
米的冰雪大观。冰挂节期间还将开展“赏冰挂，品特
色美食”、“与你一起打卡”抖音网红直播、冬季徒步
挑战赛、木札岭冬季摄影大赛等活动。

2018年 12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31日，景区门
票由70元/人调整至40元/人（春节假期除外）。

●嵩县木札岭速龙滑雪场

1.从即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春节假期除
外），对自驾游、自由行游客，执行一票进两人政策
（一张票128元）。

2.网络购票执行每人 78 元标准，原价为 128
元。提前两小时预定有效。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大
学生凭学生证执行半价优惠（64元）。

3.现役军人免费，退伍军人凭退伍证五折优惠。
4.孤儿、贫困户、低保户子女免费游玩。
5.嵩县本地人凭当地身份证，按50元/人执行。

●白云小镇冰雪乐园

1.周日到周四，仅需99元可享木屋别墅住宿+2
天不限时滑雪（原价576元）。

2.周一到周五，嵩县、栾川居民凭身份证滑雪优
惠，原价138元的3小时滑雪仅需30元。

活动精彩 优惠多多

在嵩县，旅游一头连着绿水青山，
一头连着脱贫攻坚。

几年来，嵩县厚植绿水青山，助力
脱贫攻坚，走出了一条从扶贫到富民，
从全域旅游到全域脱贫的发展之路，探
索出为业界称道的“旅游+扶贫”的“嵩
县模式”。本届冰雪节将成为拉动经济
转型升级的引擎，让“绿水青山”和“冰
天雪地”在嵩县人民手中变成实实在在
的“金山银山”。

车村镇天桥沟白云小镇，一个美如
童话的地方，红灯笼、雪蘑菇、农家院、
农家菜……处处惹人爱。这里的滑雪
乐园成为都市游客的好去处。落雪成
金，村民改变了“猫冬”的习惯，曾经的
贫困户富了起来。经营农家旅馆的村
民王聚喜笑颜开：“本想着冬天没事干，
可这一波波的人来滑雪、来送钱，顶风
冒雪我也高兴。”

““冬季农家乐也爆满冬季农家乐也爆满，，冰天雪地就冰天雪地就
是咱的是咱的‘‘聚宝盆聚宝盆’’啊啊。”。”由贫困户变身为木由贫困户变身为木
札岭农家宾馆老板黄进洋喜上眉梢札岭农家宾馆老板黄进洋喜上眉梢，“，“到到
了元旦了元旦、、春节假期春节假期，，生意会更火爆生意会更火爆！”！”

每年冬天每年冬天，，陆浑湖都会迎来大批红陆浑湖都会迎来大批红
嘴鸥嘴鸥。。沐浴冬日暖阳沐浴冬日暖阳，，红嘴鸥在蓝天白红嘴鸥在蓝天白

云下展翅翱翔，在万顷碧水上追逐嬉
戏，为嵩县添上一抹灵动的色彩。红嘴
鸥与冰雪节如约而至，引来许多游客纷
涌。陆浑湖畔的豫杭文化假日酒店经
常挂上“客满”的牌子，不远处的胖子鱼
庄在迎来送往中，营业额翻了番。

冬日里的美丽乡村更加迷人。在
黄庄手绘小镇，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办起
农家宾馆，卖起土特产，日子越过越红
火。车村镇的百姓正在为即将到来的
白云山高山大庙会摩拳擦掌。

嵩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柴洪涛
表示，乡村旅游是嵩县重要的扶贫产业，
冬游产品化身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引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旅游大团、自
驾车队、房车车队，带来了实打实的“真金
白银”，构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翩跹而至的冰雪旅游深情地注入翩跹而至的冰雪旅游深情地注入
嵩县的振兴大局之中嵩县的振兴大局之中，，辐射交通辐射交通、、餐饮餐饮、、
住宿住宿、、金融金融、、商务等多个行业的冬季旅游商务等多个行业的冬季旅游
业正在带动其他产业联袂而行业正在带动其他产业联袂而行。。本次本次
冰雪节呈现冰雪节呈现““以活动带经济以活动带经济，，以旅游促脱以旅游促脱
贫贫””的融合效应的融合效应，，茵陈汁茵陈汁、、王记烧鸡王记烧鸡、、车村车村
贡米贡米、、黄庄小米等旅游商品及各乡镇特黄庄小米等旅游商品及各乡镇特
色农副产品色农副产品，，使百姓的荷包越来越鼓使百姓的荷包越来越鼓。。

全域旅游与脱贫攻坚注定携手前
行。从2016年开始，嵩县全面启动“帮
扶一个贫困户，嵩县山水任你游”活动。
两年多来，该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在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参与下，一批批贫困
学生得到帮扶，一个个贫困家庭得到救
助，一个个帮扶项目落地生根。本次冰
雪节正助力群众实现小康梦。

让“冷”资源“热”起来，让冬季游
“火”起来，让老百姓富起来……

目前，嵩县全域旅游与脱贫攻坚携
手并进，冬季冰雪游和夏季避暑休闲游
比翼齐飞，“冷”资源已经“热”起来，

“凉”资源正在“火”起来，联动春夏、带
动春秋、驱动全年的全域旅游产业发展
格局逐渐形成。

“我们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让‘冰天雪地’也成为
金山银山’，嵩县正以经济发展高质量
打造最美自然生态，以‘全域旅游’带动

‘全域脱贫’，奋力书写出新时期决胜全
面小康、让中原更出彩的嵩县篇章。”嵩
县县委书记徐新坚定地说书记徐新坚定地说。。

大美嵩县大美嵩县，“，“净净””享自然享自然。。嵩县旅游嵩县旅游
正在迎接非比寻常的正在迎接非比寻常的““暖冬暖冬”！”！

好一派穿林海、跨雪原的北国风光！
好一个挥洒激情、放飞自我的冰雪大舞台！
12月 19日下午，省会郑州，“大美嵩县·冰雪盛宴”——

2018年嵩县第二届冰雪节推介会正在举行，嵩县展示出丰
富而壮美的冰雪旅游资源，演绎着迷人的冬日童话。

“嵩县正着力破除冬季旅游‘坚冰’，打造旅游的‘暖
冬’。”嵩县县长宗玉红告诉记者，嵩县第二届冰雪节从
2018年 12月 8日至2019年 3月 8日举行，在三个月的时间
里，嵩县充分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精心推出一道集吃、住、
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文旅盛宴，让游客玩转全域嵩县。

宗玉红说，进入冬季，河南旅游进入淡季，更多的人则
喜欢“猫冬”。而事实上，嵩县的自然风光并不因气候变冷
而逊色，反而平添了雪景、冰瀑等奇观。冬季游嵩县，还可
避开夏秋旅游高峰，获得高质量的体验。因此，依托山水奇
观、美丽乡村及人文景观，嵩县适时提出：打造嵩县冰雪旅
游，让“冷”资源“热”起来，让冬季游“火”起来。

目前，冬季旅游和冬季户外运动迅速兴起，嵩县冬季旅
游娱乐设施不断完善，在白云山景区、车村白云小镇、木札
岭等地建成了配套齐全、风格迥异的现代化滑雪场，为开展
冰雪运动提供了好去处。

如梦如幻的冰雪风光、优质独特的专业雪场等引来无数
游客惊叹。日臻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为冬季游保驾护航。

近年来，“冰雪交通”明显改善，服务管理大幅提高，10
座旅游驿站绽放新颜，10条旅游干线标识系统重新设计安
装。两程故里、石头部落、银杏小镇、天池风情小镇等成了
新的旅游亮点。白云小镇二期项目前期基础设施完工，木
札岭森林小镇全面开工，两程故里家风廉政教育基地建成
投用，旅游市场呈现勃勃生机。

走进白云山景区，连绵群山、茫茫雪野、千百冰凌相映
成趣，云海、日出、冰雕、冰挂、冰瀑、雾凇等自然美景描绘出
一幅静谧的山水画卷。近年来，河南瑞贝卡集团入驻白云
山后，累计投资近20亿元新建了白云人家、白云国际酒店，
修建森林别墅和北欧风情酒吧街，开通了鸡脚曼索道，扩建
和开发了情人谷，接待水平显著提升。冰雪节期间，所有景
点正常迎宾，鸡脚曼索道和玻璃栈道正常运营。

冬日何必去雪乡？木札岭冰挂壮美得令人尖叫——冰
瀑层层复挂，从崖际倾泻而下，宛若银河倒挂，大气天成。
在木札岭速龙滑雪场、白云小镇冰雪乐园，游客纵情驰骋在
各级雪道上。值得一提的是，精品民宿、农家乐、特色饭店、
地方美食等在拉动游客消费，拓展旅游空间的同时，也“搅
热”了不一样的冬天。

登白云之巅，览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之北国风光；驻陆浑湖畔，赏晨岚缥
缈、山峦悠远的壮美景象……这个冬
天，“大美嵩县·净享自然”的冰雪画卷
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炒热”冬季旅游，让“冷”资源变身
“热”经济。嵩县冰雪正“广而告之”。

12 月 15 日，“大美嵩县·冰雪盛
宴”——2018 年嵩县第二届冰雪节启
动仪式在洛阳举行，热情的市民奔向雪
花飞舞的活动现场，争相了解冬季旅游
信息。四天后，嵩县第二届冰雪节推介
会在郑州举行，梦幻神奇、绮丽多姿的
冰雪魅力映入眼帘，一道旅游大餐新鲜
出炉。

一场场冰雪舞动的旅游推介活动，
展现着亮点纷呈的冬日美景。嵩县旅
游局局长段喜波表示，围绕赏冬景、住
民宿、过大年、闹元宵、乐自驾等冬游主
题，嵩县精心推出了冰雪欢乐游、文化
研学游、养生保健游、美食体验游、渔猎
文化游、多彩民俗游等多条旅游线路，
力争通过多种渠道的营销，向外传递有
美景、有活动、有特色、最温暖的嵩县冬

游品牌形象。
“滑雪游”日渐大众化，成为嵩县冬

季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12月 21日，
在海拔 1600米的白云山滑雪场，来自
洛阳户外俱乐部的游客在5000平方米
的雪场自由飞舞。“这里的雪质特别棒，
我感觉自己就在一幅画中，赏心悦目、
乐不思归！”梁先生笑逐颜开。

“白云山景区不是单一的赏雪观冰
模式，更注重游客的体验性、参与性。”
洛阳白云山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钟飞告诉记者，冰雪节期间，除了滑雪
之外，冰上碰碰船、雪地摩托、真人CS、
射箭、丛林穿越等花样繁多的体验项
目，让游客尽情领略冰雪的魅力。同
时，景区也将启动冰雪童话城、梦幻灯
光秀、高山大庙会、新春灯展等文化节
庆活动，丰富冬季旅游产品内涵。

洛阳木札岭景区总经理马海峰说，
该景区第二届冰挂旅游节已经开始，

“赏冰挂，品特色美食”、“与你一起打
卡”抖音网红直播、冬季徒步挑战赛等
活动与100多处冰挂奇观交相辉映，带
领游客体验“不一样的冬天”。

嵩县围绕冰雪资源，做足冬季旅游
大文章，包含多个景区的冬景、滑雪、民
俗等一大波惠民福利将掀起新一轮冬
游嵩县的热潮。接下来，嵩县新春灯
会、5A嵩县民俗旅游文化集市、嵩县陆
浑美食“饿”魔集市、玉皇山七彩星空灯
光秀等文化民俗活动此起彼伏，将把

“老家河南·嵩县过年”主题活动推向高
潮，为嵩县冬季旅游再添一把“火”。

冰雪游成为嵩县的新名片，冰雪节
也将谱写5A嵩县贴心服务新篇章。嵩
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旅游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组长张润泳表示，冰雪节将迎来
一个不同寻常的“暖冬”，嵩县坚持“游
客安全第一、游客方便第一、游客利益
第一”的原则，承诺对冬季入嵩旅游车
辆多引导、多服务；凡是造成游客损失
的先补偿后处理，用悉心、细心、热心，
换来游客的放心、安心、开心。

中原文化与冰雪运动相互结合，山
水资源与休闲娱乐相互交融，塑造了嵩
县旅游新形象。“冷”资源变身“热”经
济，必将为 5A嵩县构筑大旅游格局及
全域旅游目的地城市奠定基础。

捧出冰雪盛宴 玩转全域嵩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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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小镇冰雪乐园 尽情领略冰雪魅力

登临白云之巅 饱览北国画卷

徜徉大美嵩县 尽享冰雪盛宴

“冷”资源“热”起来 冰雪游“火”起来 贫困户富起来
——“大美嵩县·冰雪盛宴”2018年嵩县第二届冰雪节盛装启幕

厚植冰天雪地 助力脱贫攻坚3

或驰骋在白雪皑皑的滑雪场，或徜徉在

银装素裹的林海雪原，或待在农家院里开心

吃火锅……日前，“大美嵩县·冰雪盛宴”

2018年嵩县第二届冰雪节大幕开启，5A嵩

县捧出冰雪文化旅游盛宴，诚邀四海宾朋前

来感受“大美嵩县·净享自然”的冰雪魅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行进在新时代让中原更加出彩的

征程中，洛阳市嵩县针对“旅游是最大优势、

脱贫攻坚为最艰巨任务”的县情，精心运筹、

大胆实践，谋求创新驱动发展，以全域旅游发

展为主线，借助冬季冰雪旅游，让“冷”资源

“热”起来，让老百姓富起来。

旅游业正成为拉动 5A嵩县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引擎，书写着“白雪换白银”的旅游

富民美丽图景。

舒展冰雪画卷 喜迎八方宾客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