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庙会、赏民俗、品美食、享雪趣……新春佳
节之际，济源旅发委携手各旅游企业，捧出“愚公
故里·传奇济源”文化旅游盛宴，出台形式多样的
优惠措施，诚邀全国游客共享济源全域旅游发展
成果，过一个欢乐、吉祥、幸福年。

从即日起至2月28日，祈福王屋山、穿越济水
源、观鸟小浪底、戏猴五龙口、赏冰小沟背、乐游黄
河三峡以及乡村民俗游七大系列活动缤纷亮相、好
戏连台。快带上家人来济源过大年吧！

一、“祈福王屋山”迎新春民俗活动

时间：2月 4日至2月19日
亮点：“洞天福地”大庙会。阳台宫众僧于大

年初一进行“敲钟洒静”祈福仪式，春节期间登顶
游客均可免费敲福钟。观赏舞龙舞狮、旱船、二鬼
摔跤等民俗文化演艺。

优惠政策：全国人民享受门票+交通60元（原
价80元），索道往返100元（原价120元）

王屋山咨询电话：0391-6733358、6733058

二、“跟着鸟儿去旅行”新年10元畅游小浪底

时间：2月 4日至2月19日
优惠措施：对全国游客执行10元优惠
小浪底咨询电话：0391—6035136

三、“戏猴五龙口”西游冰雪节

时间：即日起至2月28日
亮点：西游仙魔团夹道欢迎，梦幻西游秘境装

扮一新，人气网红“孙大圣”定时送上精彩歌舞表
演，情景剧“八戒娶媳妇”爆笑开演。还有粉红佩
奇、萌萌加菲猫等萌偶穿越，现场送上新年红包。

优惠措施：济源市民凭身份证可享受免门票
政策，春节期间（2月16日至2月28日）除外。

五龙口咨询电话：0391—6751588

四、“赏冰银河峡”2019新春冰瀑节

时间：1月 1日—2月28日
亮点：雾凇、冰挂、冰花使冬天的银河峡变成

了“冰雪奇缘”童话世界！凭当日门票可免费领取
“原生态羊肉汤+邵州特色炉花馍”。

优惠政策：景区门票25元/人（原价50元/人）
银河峡咨询电话：0391-6618133、6790003

五、“乐游黄河三峡”新春民俗文化节

时间：2月 5日—2月20日
亮点：春节期间，横跨黄河的玻璃吊桥将向游

客开放，黄河三峡新春民俗庙会精彩呈现。
优惠政策：对游客免门票，船票及缆车均有优惠

黄河三峡电话：0391-6078888、6678888

六、“让文物活起来”济渎庙文化庙会

时间：2月 5日至2月11日
亮点：以逛庙会、撞大运为特色，古装演艺表

演、传统民间绝活杂耍等精彩文艺展演及现场互
动等活动，呈现一场古色古香、丰富多彩的庙会。

济渎庙咨询电话：0391—6912000

七、乡村旅游系列活动

1.乔凹冰雪文化艺术节 1月 20日—2月 19日
举办，届时白雪公主盛装出席，千人滚冰雪启动仪
式，梦幻七彩泡泡王国等精彩纷呈。

咨询电话：15236786181
2.南山儿童公园冰雪嘉年华 1月 12日至 1月

26日举办，雪地悠波球、冰上泡泡球一起碰撞打
滚；雪地摩托车、冰上碰碰车，让你感受冰雪魅力。

优惠政策：关注“济源旅游”“南山儿童公园”
微信公众号，连续2天转发朋友圈可领门票一张

咨询电话：18939182102
3.白狄古城乡村旅游节 2月5日至19日举办
优惠政策：“滑草+游船+看孔雀”40元/人；滑

索30元/人；卡丁车活动价40元/2人，20元/人。
咨询电话：13203921717

愚公家乡过大年 让你春节嗨个够

●高端酒店：宏安豪生酒店、东方建
国饭店、世纪酒店、王屋山大酒店等

●经济型主题类酒店：春天时尚酒

店、花园酒店等。
●济源本土美食：豫鄂汇、小兴东家

宴堂、厨老怪、左小虾的虾店、邱军焖罐等

●山水休闲游:“天下第一洞天”王屋
山—“皇家山水”黄河三峡—“女娲神话之
乡”银河峡—“茶道之源”九里沟

●红色经典游:王屋山愚公移山精神教
育基地—“中原看海”小浪底——留庄英雄
民兵营—晋豫边革命纪念馆—五龙口朱总
司令出太行纪念碑

●民俗怀旧游:“济水济水之源之源””济渎庙—济渎庙—
““中国猴山中国猴山””五龙口—邵原娲皇谷度假区五龙口—邵原娲皇谷度假区

●●庙会休闲游庙会休闲游::济渎文化庙会—南山儿童公济渎文化庙会—南山儿童公
园—坡头栗树沟白狄古城—黄河三峡山水庙会

●冰雪采摘游:王屋山滑雪场—南山
儿童公园—花石草莓采摘园—轵城乔凹
滑雪场—轵城绮里草莓采摘园

济源春节旅游线路推荐

●城市休闲一日游:旅游集散中心—城
展馆、科技馆、文化城—世纪广场、篮球城、愉悦
时光书屋—图书馆—合和美食街—湨河风光
带—宣化街—市博物馆—新蟒园—清趣园—
奉仙观—济渎庙—伊利乳业—特色美食示范店

●城市亲子一日游:城展馆、科技馆、
文化城—世纪广场、篮球城、愉悦时光书
屋—图书馆—合和美食街—新蟒园—清
趣园—南山儿童公园—御驾美食街

●老济源情怀一日游:城展馆、科技
馆、文化城—世纪广场、篮球城—图书馆—
合和美食街—湨河风光带—宣化街—市博物
馆—新蟒园—清趣园—奉仙观—济渎庙—御
驾美食街—那些年小镇·兵工酒店

●浪漫文艺一日游:城展馆、科技馆—
万象扑克苑—湨河风光带—新蟒园—清
趣园—愉悦时光书屋—梨林俏花匠园艺—
御驾美食街—信尧广场横店影城

济源城市观光游线路

好吃好住 乐在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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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近日，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起的“春满中
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活动广受追捧，驻马店市众
多文旅景区（点）纷纷响应，参与热情前所未有。区
域内所有知名景区全线参与。老乐山景区、嵖岈山
景区、金顶山景区、皇家驿站、蓝天芝麻小镇、温泉小
镇等众多文旅景区（点），推出各具特色的大型旅游
节庆活动。老乐山、嵖岈山、金顶山、平舆县蓝天芝
麻小镇等地，均有灯会灯展上演。

其中，老乐山非遗项目打铁花，将呈现四种打
法。大型情景剧演出、民间绝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文艺表演、水幕电影等众多项目免费观演。

金顶山将在春节期间开放高山摩天轮项目。推
出玻璃吊桥、高空溜索、七彩滑+山地滑草、奇幻镜
宫、丛林穿梭、喊泉等惊险刺激的体验项目。

另外，皇家驿站举办文化庙会。走在驿马古道
上，时而能与身穿古装、头戴官帽的“驿使”擦肩而
过，还有可能被绣球抛中扮演一次古代的新郎，很是
有趣。

蓝天芝麻小镇除举办文化旅游节之外，还有马
戏表演、乡村趣味运动等。

温泉小镇将举办“一枝独秀”2019梅文化节开园
活动。新推出海盐浴、太空舱等项目，迎接春节爆棚
的游客。

春节期间，驻马店各个文旅景区（点）纷纷出台套
餐、打折、免门票及“1元直通车”等惠民政策。（李涛）

1月 13日，虽是冬季，作为美丽乡
村的宝丰县张八桥镇王堂村仍然吸引
了众多游客。在村文化广场旁刚刚修
建造型美观的公厕，为这里增添了亮点。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小空间关系
大文明。为加快全县全域旅游百日提
升工作的步伐，尽快完善基础配套服
务设施，切实提升全县厕所建设与管
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宝丰县成立
了以县委书记、县长许红兵为组长的

“厕所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
旅游局，负责日常综合协调工作。

宝丰县旅游局局长、“厕所革命”领
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校杰说，“厕所
革命”领导小组执行一周一汇总，一月
一通报，半年一考核工作机制，厕所建

设纳入全县年度责任目标考核。采取
“一厕一册，一厕一档”的办法，对县域
内现有厕所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编制了
《宝丰县公厕布局专项规划（2018—
2035）》《宝丰县“厕所革命”建设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将农户无害化厕所、
农村公共厕所、城镇公共厕所、交通公
共厕所等纳入城乡总体规划以及景区、
公路、车站等专项规划。全面推行“所
长制”管理模式,全面提升建管水平。

2018年，宝丰县完成新建（改造）
城区公厕 21座、乡镇公厕 78座，新建
旅游厕所9座。213个机关、事业单位
以及医院、商场、宾馆、饭店等公共服
务单位内部厕所全部免费对外开放。

（巫鹏 毛春暖）

“幽幽雅雅若卿卿，碧玉嫣红百媚生。”孟津
的草莓“笑”红了脸，快来享受“莓”好时光吧！

1月 16日，2019年孟津草莓嘉年华启动仪
式暨“老家河南·孟津过年”新春系列活动洛阳
推介会举行。孟津县奉上精彩纷呈的草莓盛宴
及新鲜好玩的新春文旅大餐，诚挚地邀请省内
外游客“来孟津耍吧”！

草莓出场 蜜意浓情
“来孟津耍吧！”近年来，这一全域旅游口号

被众多游客熟知，到孟津游玩逐渐成为周边市
民热衷的休闲方式。春节前后，孟津各大草莓
园区数十个品种的草莓均已成熟，一年一度的

“孟津草莓嘉年华”应运而生。
上午 10时许，一段精彩的河洛大鼓拉开了

草莓嘉年华的序幕。在现场，主持人与洋丰生
态观光园、十里香草莓采摘园、聚泉农业、卓安
农场等代表现场访谈，共话“莓”好时光。黄河
银滩、小浪底、卫家坡等景区代表纷纷对“老家
河南·孟津过年”新春系列活动进行亮点推介。
接下来，随着与会嘉宾手中金沙流入启动版，

“2019孟津草莓嘉年华”的金色大字逐渐清晰。
在现场，新鲜欲滴的草莓引来宾客热捧。

孟津微景观、草莓插花艺术展、剪纸表演、孟津
三彩作品展示、孟津平乐牡丹画展等令人称赞。

年味十足 福利多多
“老家河南·孟津过年”新春系列活动将以

“津津有味孟津年”为主题，以县城为中心，对
“体育旅游区”“文化旅游区”“研学旅游区”“农
业旅游区”四大区域进行新年氛围布置。其中，

“魏家坡·中国年”春节活动、孟津冬季百万学子
研学游、十里银滩·黄河民俗文化庙会、洛阳郁
金香功夫庙会等高潮迭起，呈现满满的年味。

同时，2月4日—2月19日，孟津各大景区推
出了惠民活动：孟津汉光武帝陵、龙马负图寺、王
铎故居、平乐牡丹画第一村等A级景区免门票；
卫坡古村落文化旅游区、黄鹿山半岛秘境度假中
心、凤凰山田园综合体、梦之苑花海（塞拉维花海
小镇）、会盟银滩景区、小浪底户外运动主题公
园、洋丰生态园等休闲园区免门票；小浪底景区、
西霞院景区门票均需10元。 (许晓博）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文旅融合好戏连台,出彩鹤城年味十足。
1月 21日，在被誉为“中原泥塑第一村”的鹤壁

市浚县杨玘屯村，冬游鹤壁“邀您鹤壁过大年”暨第
二届杨玘屯泥塑大赛启动仪式拉开了红红火火过
大年的欢庆序幕。文旅融合好戏连台，赏华夏民
俗、逛千年庙会、拜伾山大佛、参与泥塑大赛等 30
项文化旅游活动轮番上演，出彩鹤壁处处充满了欢
乐、喜庆、祥和的新春氛围。

文旅盛宴缤纷至 魅力鹤壁邀客来

文化和旅游交相辉映，诗与远方携手同行。冬
游鹤壁“邀您鹤壁过大年”文化旅游活动，正向八方
游客展示出浓郁的“年味儿”。

记者获悉，该活动是“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
题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为了充分体现“文旅融合·
出彩鹤城”的主题，精心策划了冬游鹤壁“邀您鹤壁
过大年”文化旅游活动30项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在
整个正月里，除了大伾山、云梦山、古灵山、朝阳山等
各大景区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民俗庙会活动之

外，还组织文化下乡，开放图书馆、博物馆、好人馆
等，向市民和游客奉献一场文化旅游饕餮盛宴。

春节前后，随着本次系列活动缤纷亮相，浓郁
的民俗风将把“冬游鹤壁”推向高潮。在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浚县，“华北第一古庙会”至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二，来自
晋、冀、鲁、豫及海外数百万香客、游人蜂拥而至，形
成了一道亮丽的中原文化景观。淇县云梦山景区
被誉为“中华第一古军校”，是战国时期思想家、军
事家鬼谷子王禅曾授徒讲学之地；古灵山、朝阳山、
五岩山等文化旅游景点相映成趣，点缀着鹤壁这座
古老而年轻的生态休闲之城。

本次活动是鹤壁市文旅融合之后首次亮相。鹤
壁重磅打造的饕餮盛宴将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逛
千年庙会、拜伾山大佛、游浚县古城、赏华夏民俗。

灵动可爱泥咕咕 登上民俗大舞台

每次到河南浚县赶庙会，看到花样繁多、形态
各异的泥咕咕，总能勾起儿时的记忆。“中原泥塑第
一村”的声名远播，杨玘泥咕咕也正在成为鹤壁的
一张文化旅游名片。本次泥塑大赛以捏制、彩绘十

二生肖为主题，吸引了鹤壁市泥塑从业者和爱好者
参与其中，让泥咕咕登上民俗的大舞台。

鹤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涛介绍，杨玘
屯泥塑大赛是落实《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的具
体行动，也是宣传和巩固鹤壁市非遗保护阶段性成
果的有效平台，更是传承优秀地域旅游文化、弘扬
鹤壁民俗魅力、打造鹤壁文化旅游新亮点、培养传
统文化尖子生和接班人的坚实阵地。

鹤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裴文顺告
诉记者，“中原泥塑第一村”声名远播，杨玘屯泥咕
咕项目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和传统工艺振
兴计划。在这个村，泥塑这项手工技艺传承了一千
多年,也走出了几十个国家级、省市级工艺美术大
师和非遗项目传承人，泥咕咕真正走进了大学讲
堂、中央电视台，走出了国门，杨玘屯真正成了一片
真实的泥土变黄金的神奇土地。

原汁原味的泥咕咕将成为“冬游鹤壁·邀您鹤
壁逛庙会”文化旅游活动的一大亮点，增辉鹤壁的
民俗大舞台、百姓的狂欢节。正在开展的各项民俗
活动，将使游客在赏中原民俗、畅游美景的同时，进
一步提升鹤壁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件件造型古朴、工艺精湛的钧瓷
作品令人陶醉。1月21日，为期5天的

“钧窑万彩——国家级非遗项目钧瓷走
进郑州”活动在郑州寻木馆落幕，300
多件钧瓷珍品悉数亮相，为郑州市民带
来了一场钧瓷文化艺术盛宴。

据了解，该活动是“春满中原 老
家河南”主题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由
禹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禹州市
钧瓷文化实验区办公室主办，禹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州寻木
馆承办，活动以“弘扬工匠精神，振兴
传统工艺”为主题，展示了钧瓷烧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优秀作品。

每一件展品都被赋予独一无二的
灵魂。活动现场，钧瓷烧制技艺传承
人苗长强等为大家讲解钧瓷的发展过

程，工艺方法的演变和钧瓷窑变的神
奇之处，令参观者更进一步了解了钧
瓷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更对
工艺精湛、配釉复杂、入窑一色、出窑
万彩的钧瓷烧制技艺啧啧称赞。

据悉，本次展览作品包括孔相卿、
杨志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的精彩作品，以及李建峰、王金合等多
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艺术
作品，涉及70多家知名钧瓷企业。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郑州寻木馆是
中原首家以木作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
木作博物馆，集木作文化工具展示、木
作工艺展示、木作体验、木作休闲、文
化传播于一体，旨在传播木作文化，引
导群众潜心体会“匠人精神”，该馆免
费为市民开放。 （王宽梅）

春节长假出游高峰将至，如何为
河南游客提供更丰富的出游线路及高
品质的服务？在今天举行的河南职工
国际旅行社2019年新年工作会议上，
该旅行社与来自全国的几十家合作旅
行社座谈交流，续签合作协议，表彰先
进单位。大家郑重向社会发布承诺：
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诚信经营，为游
客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作为河南最早成立的 4家旅行社
之一，该企业是全省为数不多的全资
国有旅行社。成立 32年来，该单位与

全国各地旅游合作伙伴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赢得游客良好的口碑。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省会老牌
旅行社如何实现转型发展？据河南职
工国旅总经理张仁平介绍，以做大做
强出境旅行社为目标，该单位将大力
拓展出境游线路，创新服务方式，力争
通过三年时间实现营业额、营业利润
和社会效益进入河南省前五名，同时
打造一支作风优良，稳定实干的队伍，
全力朝全国百强旅行社迈进。

（刘磊）

宝丰推进“厕所革命”方便游客提升文明焦作市：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步履铿锵

文旅融合迎新春 出彩鹤城年味足
——冬游鹤壁“邀您鹤壁过大年”文化旅游活动启动

来别样孟津 享“莓”好时光
——2019孟津草莓嘉年华启幕

庙会、花会、灯会琳琅满目
——驻马店市春节盛宴不容错过

300件钧瓷珍品亮相郑州寻木馆

职工国旅从价格战向服务战转变

春节期间，带孩子来郑州绿博园
感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吧。

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六，绿博
园设置的豫陕面花展、洛阳刺绣艺术
展、中原葫芦艺术展三大主题展馆正
式开馆迎客。届时，市民朋友可近距
离地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据悉，目前布展进入紧张的筹备
阶段。中原葫芦艺术展展出的均为中

原地区葫芦手艺传承人的优秀作品，
共计近 200件。洛阳刺绣艺术展将通
过“雍容的牡丹、高洁的莲花、艳丽的
石榴花，蝴蝶翩翩、喜鹊报喜、蝙蝠送
福、鸳鸯戏水”等近200个优秀作品来
展示中国刺绣的传统魅力。豫陕面花
展所展出的 150 个作品主要选材于

“面花艺术之乡”合阳，造型生动夸张，
色彩鲜艳夺目。 （宋剑丽）

□本报记者 朱天玉

2018年来焦入境游客总量同比增长33%，韩国、
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我国台湾游客分别增长
25%、28%、29%、47%、28%，澳大利亚、美国和我国
澳门、香港分别增长88%、173%、224%、265%……

这组硕果累累的数字是焦作市2018年入境游
突飞猛进发展的有力见证，展示了焦作旅游“走出
去”战略的巨大成功，更彰显了焦作旅游内外兼修、
转型发展的强劲脉动。

练内功 精心筑巢引凤来

投资120亿元的焦作市云台山夜游云溪谷、云栖
小吃城、云景环球影幕等“云系列”项目投入运营，云
上的院子、云武堂等一大批高端精品民宿和主题酒店
相继建成，夏季英雄会、国际音乐节、登高挑战赛等主
题活动接连不断，并入选全国第二批港澳青少年内地
游学基地、首批河南省研学旅游基地等。

太极拳及焦作旅游先后加入中国功夫旅游联
盟、孔子学院“全球合作伙伴计划”，与中国国旅总社
协作开展河南功夫旅游全球推广活动，阿里体育打

造的“功守道”城市功夫大会总决赛落户焦作，张艺
谋团队打造的《印象太极》项目在陈家沟正式奠基，
以太极拳、少林拳为主的河南功夫正在成为继长城、
熊猫之后的第三张中国旅游名片。

从“不让一位游客在云台山受委屈”到“感动每
一位游客”，折射出焦作旅游服务理念的新发展，首
创了人人都是安全员、服务员、保洁员、救护员、宣
传员的“五员一体”服务模式，为游客提供“空姐式”
服务，着力提升焦作旅游核心竞争力。

走出去 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平台

在设立焦作旅游全媒体中心的同时，依托央视
国际频道和《环球时报》、携程、百度等媒体，和
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 等 著
名社交媒体，持续投放“太极圣地·山水焦作”品牌
形象广告。

参加了2018香港欢乐春节文化庙会旅游宣传
推广活动、2018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首
届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韩国釜山国际旅游展、
伦敦国际旅游交易会等，赴英国、波兰、俄罗斯开展
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台北、台中、高雄举办了三场

焦作旅游推介会。
继在美国洛杉矶、加拿大多伦多设立入境旅游

宣传推广中心之后，2018年在台湾台中市、陕西省
西安市分别设立了焦作旅游宣传推广中心，深化与
国旅总社、台湾雄狮等大型国际旅行商的合作，向焦
作输送入境游客的国际旅行社达到近百家。

请进来 不断扩大旅游朋友圈

邀请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国际旅游合作交流会参会客商、2018 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与会国际旅行商、青岛
韩资企业家到焦作踩线考察，与蒙古国乌拉巴托市
旅游局、新加坡金航旅游集团建立了良好旅游合作
关系。

同时，焦作市旅游局正式加入国际山地旅游联
盟（IMTA），这是自加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
可持续发展观测点（UNWTO）、世界旅游城市联合
会（WTCF）、亚太旅游协会（PATA）之后，焦作市
加入的第四个国际性旅游组织，让焦作市旅游朋友
圈也随之不断扩大，旅游客源地覆盖到全球五大洲
的39个国家和地区。

三大民俗展馆春节绽放绿博园

1月 20日，以“冬奥有我，健康童
年”为主题的“2019 世界雪日暨国际
儿童滑雪节”活动在河南嵩山滑雪场
和全国 100多家滑雪场同时举行。作
为全国大众冰雪季的一项重要内容，
此次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冰雪爱好
者参与，成为普及冰雪运动、涵养冰雪
文化、寄托冬奥梦想的精彩平台。

上午 10点，一段虎步生风的少儿
武术表演拉开了本次活动的序幕。开
幕式后，50余名青少年滑雪运动参与
者走进滑雪知识大讲堂，学习包括滑

雪运动起源、冬奥会知识及滑雪基本
动作与技巧等相关知识。之后，在教
练员的带领下，孩子们开始分组进行
滑雪实训。

作为河南地区获批承办本届“世
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的分会场
之一，嵩山滑雪场积极响应“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让冰雪运动走入
千家万户。据悉，嵩山滑雪场共招募
了 50余名青少年儿童免费参与此次
活动，其中最小还不到5岁。

（靳磊）

国际儿童滑雪节·河南嵩山站活动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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