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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牡丹春节绽放 国际游客青睐嵩山景区

嵖岈山景区大铜器展演

三门峡地坑院民俗表演

鸡冠洞景区狮子上高杆表演

内乡县衙互动节目

孟津火了乡村游 中岳嵩顶滑雪度假区激情滑雪

文旅相融展新姿 老家河南年味足

■郑州：功夫郑州迎客400多万

春节假日期间，郑州市共接待游客
445.91万人次，同比增长12.13%，实现旅游收
入25.59亿元，同比增长12.98%。据悉，因天
气原因，春节长假纳入统计的17家景区共接
待游客逾120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192.92
万元，同比分别减少9.06%和37.27%。

春节期间，郑州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瑞
祥猪年——博物馆里过传统佳节”系列活
动；登封少林景区推出舞龙、小和尚合影送
福和中外游客祈福少林活动，献上精彩的中
国新春传统民俗文化盛宴；黄帝故里景区除
夕夜祈福敬香，让游客祈福拜祖纳吉祥；黄河
风景名胜区推出实景情景剧《桃园三结义》及
《百贤拜祖》，深深吸引海内外游客。郑州绿
博园准备了豫陕面花展、洛阳刺绣艺术展、中
原葫芦艺术展等特色民俗展；巩义市康百万
庄园、竹林长寿山、偃月古城、杜甫故里等各
大景区推出各种新春活动、组织民俗表演、
举办新春灯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张莉娜）

■洛阳：旅游产品供给丰富

春节黄金周，洛阳市共接待市民和境内
外游客292.62万人次，同比增长11.56%；旅
游总收入 18.62亿元，同比增长 17.33%。除
了传统旅游项目外，越来越多的人在春节期
间走进博物馆、图书馆、城市书屋，在浓浓的
文化氛围中感受别样年味。洛阳市博物馆
在春节期间安排了深度导赏和视频赏析等
活动，并每天安排多个批次的定时免费讲解
服务。春节期间，全市各级文化馆开展各类
群众文化活动 46项，其中广场群众文化活
动 39项，包括戏曲展演、文艺汇演、民间艺
术展演、庙会、灯会等活动，书画摄影展览 7
项，群众受众共计72万人次。 （朱天玉）

■焦作：春节期间活动丰富

2 月 4 日－10 日，焦作市共接待游客
160.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58％，游客人
均花费750.2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06亿
元，同比增长19.08％，博物馆、文化馆、图书
馆累计接待人数达 10.75万人次，云台山景
区推出了“焦作人免票”的惠民优惠政策，赏
花灯、观灯展、玩民俗、游山水等一系列异彩
纷呈的新春活动，云台山玻璃栈道二期也在
春节期间正式投入运营，受到广大市民和游
客的青睐和盛赞。博爱县青天河景区春节
期间好戏不断，龙灯舞、古筝表演轮番登
场。神农山景区春节期间举办了首届豫台
文化风情年新春庙会，仅大年初一当天就吸
引游客约 2万人；温县陈家沟景区精心举办
了第二届文化庙会，传统舞虎等极具当地特
色的民俗表演，赢得游客满堂彩。（朱天玉）

■南阳:旅游产品呈现多元化

春节期间，南阳各大景区推出众多精彩
活动，丰富了假日旅游市场。邓州市花洲书
院特推出“花洲书院迎新年寻宝活动”，游客
获得“福袋”后可根据里面的内容到指定位置
换取相应的奖品，充满乐趣，游客热情参与。
社旗县如来佛寺、周庄等乡村旅游点推出了
各种游乐项目和特色餐饮来吸引游客；内乡
县衙以“古衙享年味邀您度新春”为主题，策
划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镇平县李寨都市
农业生态园举办的第三届民俗艺术文化节也
吸引了不少游客。西峡老界岭免门票，淅川
县丹江生态植物园推出了免门票活动，桐柏
县除淮源景区外，其他各景区均不收费，西峡
县龙潭沟、五道 和伏牛地下河门票半价活
动，山陕会馆景区半价优惠，古镇博物馆免
费。淅川县三大景区（香严寺景区、八仙洞景
区、坐禅谷景区）推出联票优惠。 （朱天玉）

■三门峡：灯展欢腾 国宝走红

节日期间，三门峡市接待游客数量达到
223.7万人次，旅游收入3.71亿元，分别比去
年同期增长7.3%、16.13%。

冬天来三门峡看天鹅，已经成为三门峡
的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假日期间，天鹅湖
城市湿地公园单日最大接待游客量达3.5万
人次。陕州地坑院单日最大接待游客量 2.7
万人次被央视报道。函谷关特技喷火、气功
手撕脸盆、古彩戏法等绝技绝活引爆全场，
大型穿越真人实景演出“玄宗祭祖大典”应
接不暇。另外，豫西大峡谷、豫西百草园、汤
河裸浴温泉，联合推出全家特惠游活动，可

以看冰瀑、游古村、吃美食、泡温泉，还能免
费参加相亲大会，花样过新年。渑池县柳庄
成为新网红，共接待游客 11.8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420万元。

受《国家宝藏》等影视节目的宣传带动，
三门峡市博物馆、虢国博物馆、文化馆、仰韶
文化博物馆、八路军渑池兵站纪念馆等场所
人潮涌动。全市 2019年庆新春戏曲惠民展
演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贺丽娟）

■驻马店：民俗灯会美食全“配齐”

假日期间，驻马店市共接待游客154.7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3%，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27073.8万元，同比增长20.7%，其中文化
馆、图书馆、博物馆接待游客 18.57万人次，
同比增长12.3%。

主题活动花样繁多，传统庙会引爆消
费。皇家驿站的新春文化庙会洋溢着浓郁年
味，正月初一单日游客量高达9.2万人次。嵖
岈山景区推出了西游文化主题灯会、西游文
化展演、奔跑吧小猪、非遗民俗展演等活动;
老乐山景区的大型古装实景演艺《重阳传
奇》、千年非遗“打铁花”、民俗灯展、水幕电影
和民间绝活等大受欢迎；金顶山景区的灯光
节、儿童乐园，三秋醋博园的灯光节暨童话
城堡游乐和蓝天芝麻小镇的梦幻光影嘉年
华等活动，引来游客蜂拥而至；南海禅寺举
办的新年祈福会，引来八方游客。老乐山国
际美食节、上河城景区台湾美食节、嵖岈山
景区的西游美食汇等，让游客大饱口福。

（李涛）

■平顶山：温泉滑雪大受欢迎

春节假日期间，平顶山市共接待游客
154.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64366万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8.2％和10.8％。

文化旅游活动丰富多彩。大佛景区以
“祈佛纳祥，福满人间”为主题的庙会火爆举
行，香山寺持续举办香山庙会，正月初一、正
月初二两日到香山寺祈福的游客达到数十
万人次。阿婆寨景区除夕夜由僧侣、信众敲
响新年祈福钟声，大雷音寺举行新年祈福法
会。此外，各景区文化旅游活动精彩纷呈。
二郎山景区第二届梦幻灯光节运用超现实
的视觉动画等科技手段打造出最新灯光设
计作品。郏县三苏园景区首届诗词灯会举
办，开灯首日就迎来了 3000余人次游览观
光；墨子古街十几种特色演出轮番上阵，大
型实景马战《墨子助战鲁阳公》、雪乡秀典杂
技秀、民间舞蹈等精彩演绎。另外，滑雪及
温泉项目火爆。尧山滑雪乐园、天龙池滑雪
场春节期间迎宾，各大温泉都出现一房难求
的局面，尧山福泉大酒店、鲁山玉京温泉、皇
姑浴温泉、森林温泉、尧龙湾等温泉度假酒

店，节前都被抢订。 （漆国栋）

■鹤壁:出彩鹤城好戏连台

春节长假，鹤壁市各景区秩序井然，到
处洋溢着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传统庙
会、民俗灯会、春节祈福、乡村休闲、文化娱
乐等活动丰富多彩；浚县正月古庙会、云梦
山祈福庙会、朝歌文化园第三届鹿台新春城
市文化旅游节、桑园小镇“游桑园、过大年”、
牛派艺术剧目展演、中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等以“文旅融合、出彩鹤城，邀您鹤壁过大
年”为主题的各类节庆活动 30余项，文旅融
合为全市人民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节日盛宴。

全市图书馆、群艺馆、博物馆免费开放，
进馆人数 9939人次，同比增长 28.7%；接待
国内外游客 178.0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2
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3.2%、13.6%。其中
10个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 34.39万人次，同
比增长17%；旅游收入844.7万元，同比增长
19%，金山寺、太极图等 5个景区免票；图书
馆进馆人数4479人，群艺馆（包括县区文化
馆）进馆人数 4160人，达到了“安全、秩序、
质量、效益、文明”五统一。 （张莉娜）

■信阳：乡村民宿一床难求

今年春节，信阳市以探亲流、返乡流为
旅游主力军，累计接待旅游总人数 229.3 万
人次，同比增长 7%。全市宾馆客房平均出
租率达 92％以上，其中，县区宾馆客房平均
出租率达到 100%；新县特色乡村民宿出租
率均在90%以上，成为旅游新地标。

2019信阳南湾湖首届湖畔灯光节暨新
春庙会、鸡公山首届民俗文化庙会今年火爆
异常。商城西河景区、新县大别山露营公园
等迎来不少前来过年的外地游客。灵山寺
延续 1000多年新春祈福庙会的传统，成为
鄂豫皖周边祈福游引爆点。从大年三十到
正月初一两天接待游客近 6万人次。黄柏
山景区举办祈福法会，光山净居寺、新县金
兰山道观、商城观音山、贤隐寺等景点，受到
祈福纳新游客的青睐。

灵活多样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下基层
系列活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

“文化年货”。平桥区郝堂村举办乡村春晚，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精彩的文艺
演出。 （涂光安）

■济源：愚公故里创意多

春 节 七 天 假 期 ，济 源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00.3万人次，同比增长12%；实现旅游收入
1.31亿元，同比增长13%。

文旅融合，创意迭出，游客喜过“文化
年”。舞龙舞狮、锣鼓、秧歌等民间绝活杂
耍，糖画、泥塑、草编、糖人、剪纸、面人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火爆身材挑战门、新春灯谜
大挑战等活动次第登场、精彩纷呈。王屋山
景区举办的“登高祈福王屋山 愚公老家过
大年”赚足了“眼球”。黄河三峡全长 365米
的跨河玻璃吊桥春节开放，海陆空全视野美
景尽收眼底。五龙口景区推出“西游冰雪
节 猪宝迎新年”主题活动，现场爆笑不断、
掌声如潮。小浪底景区推出“跟着鸟儿去旅
行”10元畅游活动，小沟背景区推出赏冰挂、
品生态羊肉汤迎新年活动。

民俗互动，赏冰滑雪，游客体验“趣味
年”。济源市博物馆汉红陶猪圈、汉釉陶宰猪
俑和汉釉陶庖厨俑三件汉代“猪题材”精品文
物走红央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文
物。栗树沟白狄古城春节民俗乡村旅游节、
乔凹民宿村冰雪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有趣好
玩；青萝河、砚瓦河、小沟背银河峡冰挂冰清
玉洁、粉妆玉砌，让游客流连忘返。（王利敏）

■5A嵩县：年味更浓 淡季更旺

5A嵩县，冰雪盛宴，2019年春节假期，
嵩县共接待游客18.7万人次,实现综合效益
5470余万元，旅游市场秩序良好，嵩县旅游
呈现出“淡季更旺、年味更浓、服务更优、秩
序更好”的良好态势。

春节期间，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营造了
浓浓的节日氛围。“清风嵩县”传承家风团圆
过大年、“欢乐嵩县”民间杂耍、戏曲展演、民
间艺术团队节目展演等丰富多彩的系列活
动，让全县人民和游客度过欢乐、祥和、喜庆
的新春。景区冰雪盛宴眼花缭乱，依托嵩县
第二届冰雪节，白云山的冰挂奇景、梦幻冰
雪灯光秀，木札岭的冰挂节、速龙滑雪场，白
云小镇的滑雪乐园等，吸引了大批游客。同
时，白云山新春祈福庙会，热闹非凡。

嵩县城区、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手绘
小镇等作为深度体验地区文化、寓教于乐的
标志符号，引来大批游客。 （郭晓阳）

■栾川：年俗活动丰富多彩

春节七天长假，栾川县共接待游客21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47亿元。其中，老君
山接待游客 2.86 万人次；鸡冠洞接待游客
6.23万人次；滑雪场接待游客0.95万人次。

年俗活动丰富多彩。除滑雪、温泉等旅
游项目外，栾川县在洛栾高速栾川下站口、
县城内主要路段和老君山、鸡冠洞等景区装
扮以祥和年味为主题的花灯，营造浓厚的节
庆氛围；鸡冠洞景区陆续推出快闪秀、变脸
喷火、狮子上云梯、空中舞狮等民俗表演，吸
引大量游客观赏。

5A县城魅力凸现，覆盖 18公里的伊河
水系灯光秀吸引众多游客观赏留影。鸡冠
洞高空舞狮、狮子云梯、踩高跷等非遗民俗
表演让广大游客旅游观光的同时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老君山景区对全国游客免门
票，每天为游客提供免费饺子和汤圆，让游
客感受到家的温暖。 （王国露）

■孟津：游客突破54万人次

过年啦，一定要到孟津耍！假日期间，
全县旅游业共接待游客 54.75万人次，综合
收益收入1354.74万元，景区秩序井然，营造
了一个平安、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

春节期间，乡村旅游引爆孟津旅游市
场，民俗活动再现经典。魏坡·中国年，“真
材实料”中国年——年味“食”足，魏家坡年
货大街、百头金猪贺新年——万人摸金猪，
民俗汇演闹新年、“花”样插花靓新年、“幻彩
夜魏坡”灯彩展、“火树银花过大年”打铁花
表演等现场活动展示了十足的年味。十里
银滩·黄河民俗文化庙会上，吴桥大马戏以
及踩高跷、舞狮子等具有会盟镇特色的民俗
表演在春节期间每天轮番上演。空中大飞
人、高空绸吊、双狮钻火圈等精彩节目为游
客来带了一场精美绝伦的视觉盛宴。

另外，休闲旅游持续火爆。郁金香牡丹
园民间狮王齐聚孟津，500米 3D 艺术画廊
巨幕震撼，重返“侏罗纪”等互动游戏满足了
游客的各种需求。小浪底户外运动主题公
园的飞车特技带来了狂欢盛宴。 （徐颍利）

■淇县：精心“烹制”文旅盛宴

春节假期，淇县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商
卫文化与旅游活动深度融合、A级景区与乡
村旅游并蒂绽放，丰富多彩的实景演出大大
丰富了旅游的内涵。

云梦山景区精心“烹制”文化旅游盛宴，
鬼谷文化与游客体验活动相得益彰，调师离
位、武士迎宾等实景演出再现历史故事。舞
龙狮、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等文化表演精
彩纷呈。玻璃天桥、彩虹喊泉、高山滑草等
游乐项目大受青睐。

在古灵山景区，剪纸、黑陶、面塑、糖画、
根雕、柳编、泥咕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极
具特色。走进朝阳山景区，人们访孔圣、攀尖
山，看杂技演出，尽享民俗乐趣。在摘星台景
区，旋转木马、魔幻镜宫、恐怖鬼城、美味小

吃、疯狂游戏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
春节期间，赵庄网红胜地地游、秦街滑

雪戏雪游、大石岩登山拓展游、凉水泉民宿
游等特色乡村游吸引了众多游客。(张小燕)

■方城:春节实现开门红

新春新气象,方城县春节假日旅游再创
新高，七天假日共计接待游客 52.3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 1609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25%、92%，两家国家4A级景区七峰山生态
旅游区、七十二潭景区的天池瀑布群、七彩
湖水上乐园、网红桥等景观格外火爆，共计
接待游客 20余万人。德云山风情植物园、
垭口公园策划举办了新春灯会，炼真宫举办
了新年庙会，将传统民俗、科技动感、神话元
素、光雕亮化等有机结合，形成了全方位、多
角度、立体式观灯效果，日均游客接待量达
万人以上；鸿旺牧业休闲公园、张骞生态庄
园也吸引了一拨又一拨游客，使方城的春节
旅游显得异常火爆。 （朱天玉）

■龙门石窟：赏牡丹成新亮点

春节期间，一簇簇初春绽放的牡丹花，
成为节日最为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给游客留
下对洛阳最美的“春节”记忆。央视多平台、
多角度、多时段连续16次报道其春节盛况。

假日里，龙门石窟景区开展了“追梦新时
代·龙门过大年”“龙门福道福来到”“龙门牡
丹迎春开”等文化旅游主题活动，受到广大游
客喜爱。“龙门石窟大数据智能云平台”发挥
了巨大作用，人多不挤，景区免费WiFi全覆
盖、微信购票、扫码入园、刷脸入园、免费语
音讲解等一系列智慧体验项目方便、快捷，
为游客带来不同寻常的旅游体验。 （李涛）

■嵩山少林:三十万游客遍及全球

嵩山景区春节假日，共接待中外游客30
万人次。从国际市场来看，少林品牌影响力
辐射全球，假日期间共接待外宾 5万余人，
大多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

伴随着《少林魂》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的震撼播出，少林功夫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
响，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前来习武朝圣。同
时，为了让广大游客体验到浓厚的过年氛
围，嵩山景区还为广大游客精心准备了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演出，嵩颖大鼓、双
龙祈福、猩猩怪、南狮的精彩表演。（孙春霞）

■新乡南太行：免费发午餐

春节假日，新乡南太行各景区共接待来
自全国各地游客近 1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
长5.99%。

猪年春节，新乡南太行精心打造系列活
动，极大地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其中，
万仙山景区主题重点营造郭亮村新年气氛，
挂灯笼、贴对联、财神送福、盘鼓迎宾，游客自
由参与扭秧歌，与大头娃娃亲密互动；八里沟
景区主题活动“迎春踏雪赏冰瀑”，在八里沟
游客服务中心挂灯笼，打造谜语墙、红包墙、
全民K歌；关山景区每天有大圣迎宾、猴戏等
真人实景演出；天界山、九莲山景区主题活
动“登高祈福”，迎来络绎不绝的人群。

大年初一至初八，新乡南太行各景区更
为游客精心准备富有太行山特色的免费午
餐，让游客感受南太行人民的热情。（李娜）

■郑州绿博园：热闹非凡迎元宵

春节假期，郑州绿博园景区精心准备了
富有节日气氛的民俗展览、百合花展，推出
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营造出浓浓
的年味儿。民间艺术表演、迎春大型花灯
展、非遗表演、三大民俗展览、美食天地、游
乐天地、百合花海等，形成了“赏、玩、吃、行、
游”一条龙服务的综合年味体验。

据悉，民间艺术表演、温室百合花展、中
原葫芦艺术展、洛阳刺绣艺术展、豫陕面花
展、大型花灯展将持续至正月十六。（宋剑丽）

■嵩顶度假区：春节待客逾万人

春节假期期间，探路者中岳嵩顶滑雪度
假区客流量连日爆棚，雪具大厅人流络绎不
绝，7天长假共接待滑雪游客逾万人。其中
正月初五达到最高峰值，当日接待游客超过
3000人次。 (于韬)

■内乡县衙：“迎新春”受欢迎

春节黄金周，内乡县衙以丰富多彩的
“迎新春”活动深受游客欢迎，七天共接待游
客6.95万人次，再次实现了开门红。

内乡县衙正月初一推出门票 30元优惠
政策，县衙历史文化街区 100余家特色小吃
千余种美食成为周边市民休闲娱乐主要场
所，当天共接待游客 8 万余人次。假日期
间，内乡县衙每天定时定点推出“知县审案”

“县试”“知县招婿”“品茶听戏”演艺节目和
大量民俗互动项目，尤其游客参与的“县试”
和“知县招婿”节目互动深受欢迎，不时爆发
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苗叶茜）

己亥猪年新春，全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3212万人次，旅游收入180.3亿元。

暖阳、寒风、小雪相伴而来，让春节的气息多层次饱满，我省各景区、乡村旅游点、城市旅游点创新推出极具特

色的民俗旅游产品，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让游客欢欢喜喜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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