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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期关注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这是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描写的宋代元夕之夜的花灯盛况。

元宵佳节赏花灯，就到八朝古都河南开封来吧！2019开封大宋上元灯会举办地、河南开封龙

亭景区和天波杨府景区，为广大游客打造了一个具有浓郁大宋文化氛围的元宵佳节。 （吕桓宇）

图说旅游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大家知道吗？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花木兰就是
我们河南商丘人。”2月 15日下午，祖籍商丘的台湾
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自豪地为老家代言，推介河南的
厚重文旅资源。

乡情浓厚，共话发展。当天，由河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组织的 2019年“寻找同根同源的感动”中原
文旅宝岛行宣传推广团走进高雄，为宝岛台湾带来
了一场河南文旅盛宴。文旅交流以“古都河南”“黄
河丝路”“功夫河南”“山水河南”为主要内容，全方
位展示了河南壮美的人文、自然景观，以及河南文
化旅游的发展成果。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宋丽萍在致辞
中说，豫台两地渊源很深，台湾同胞中客家人后裔
占相当大的比例，祖先与中原有着同根同源的特殊
关系，这为豫台两地文化和旅游交流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2018年河南接待台湾入境游客达60万人次

以上，稳居全省入境客源市场的之首。此次活动将
进一步为豫台文化和旅游界合力讲好两岸故事，实
现共赢发展作出贡献。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主任孔伦

表示，河南和高雄两地文旅资源丰富、优势互补，一
直互动良好。希望河南省各地市延续整合文化旅游
资源、集中产品优势，与高雄两地深化交流合作，做
到旅游、信息、资源共享，从而达到共赢的目的。

高雄市也有极佳的观光资源，预计今年暑假将
开航高雄直飞郑州的航班，希望大力促成豫台文化
旅游务实交流。推广会上，两岸多家旅行社签了合
作协议，力促游客互送。

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在会上表演了《汉风舞韵》
舞蹈、唢呐独奏《百鸟朝凤》《打枣》等节目，充分展
示了河南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让台湾同胞更加了
解中原文化。

据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文化交流
让两岸“心连心”，旅游合作让两岸“手牵手”。未
来，河南将与台湾紧密合作，“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让更多台湾同胞走进中原大地，感受山水人
文，也会引进台湾先进的文创理念、民宿建设、乡村
休闲等，加快推进河南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逛庙会、拜大佛、游古城、赏民俗……2月 17日，正
月十三，万众瞩目的第十一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开
幕式在浚县浮丘山广场举行，舞狮表演、锣鼓秀、高跷表
演、竹马表演等浚县民间精品社火表演先后登场，赢得在
场嘉宾及游客的阵阵掌声,也为美丽的鹤城增添了一种
独有的魅力。

本届民俗文化节主题是“逛千年庙会，游魅力古城，
赏中原民俗，享文化盛宴”，将持续至3月 8日（农历二月
初二）。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是鹤壁市传承弘扬春节
文化、中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展示鹤壁形象、推动开放
发展的有效抓手。其主要载体是浚县正月古庙会。

据悉，浚县正月古庙会被称为“华北第一古庙会”，起
源于后赵时期，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在正月初一
到二月初二的一个月时间里，晋、冀、鲁、豫、皖等地游客
争相前来，高峰时期日客流量达50多万人。

自 2009年以来，鹤壁民俗文化节已经连续举办了
10届。10年来，民俗文化节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
高，品牌越来越响，影响越来越广，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
济发展的有效融合互促。今年民俗文化节进一步整合地
域民俗文化资源，集中展示中原民俗文化，民间社火巡游
表演比赛、民间精品社火表演、地方戏曲展演、红色电影
展播、中原非物质遗产展演、中原美食文化节、中原泥艺
大赛、传统婚俗表演等17项活动，较往年更有特色。

开幕式之后，到浚县古城游览，在遏云楼戏台观看地
方戏曲展演，在关圣庙遗址观看中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在端木翰林府欣赏传统文化，在西大街观看婚俗表
演，在县前街风情四合院逛“大美浚县”书画摄影展等，让
游客乐不思归。

好戏连台、民俗荟萃、万人空巷……以浚县正月古庙
会为依托的本届民俗文化节，正向八方宾客展示出浓郁
的“年味儿”和中原民俗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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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郑祎歌

2 月 15日下午，在国家 5A 级景区白云山，因
为一名湖南籍游客迟迟未归，这里展开了一场长达
四小时的极速搜寻。最终，景区工作人员找到几乎
冻僵的游客，并将其妥善安置。

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夜，白云山人用行动谱
写了一曲激荡人心的赞歌，国家 5A级景区白云山
的智慧化建设、精细化管理及人性化服务，又一次
温暖了游客。

当天下午5时许，白云山鸡角曼索道站检票员
郭俊怡越来越不安：他透过景区的智慧数据得知，
还有一名经索道上山的游客没有返回。

天色越来越暗，山上还有积雪，游客会不会有
什么意外？

距离当天索道停运时间越来越短，焦急的郭俊
怡立即向景区领导汇报。

景区相关负责人闻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
速组织展开救援：景区微信群发布信息，并通过景
区智慧旅游监控系统开展查询。监控显示，该游客
曾在玉皇阁出现过，通过玉皇顶和鸡角曼索道的雪
地都留有脚印，于是景区设定多条路线，确定游客
的大概方位在玉皇顶。与此同时，景区迅速调集九

龙索道站、管理部等其他部门的人员组成救援队，
向玉皇顶方向展开搜寻。

夜黑雾浓，气温骤降，救援人员经过了近 4小
时地毯式搜索。晚上9时许，救援人员在玉皇顶一
处在建工地的临时简易房里发现了帐篷里的游
客。当时，这名游客虽然搭起帐篷，但长时间处在
雪地中已冻得瑟瑟发抖，救援人员迅速安置到玉皇
顶的职工宿舍住下，并对其进行劝解、安抚。看着
游客安稳住下，手脚酸软、疲惫不堪的搜寻人员才
放心地撤离下山。

原来，这名游客复姓欧阳，来自湖南。他通过
网络得知白云山风光秀美，特别是玉皇顶的日出非
常好看，就想在山上等待次日天明看日出。谁知
道，虽然立了春，但白云山玉皇顶依然积雪覆盖，夜
晚的温度达到零下15摄氏度左右，再想下山，天黑
路远已经不太现实。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夜色寒
风中出现了奇迹——白云山人会上山来搭救他。

山高雪冷，真情暖心。
白云山“一切为了方便游客、一切为了服务游

客、一切为了满足游客的”服务理念忠实地践行着
党的群众路线，温暖着每一位游客，更体现了国家
5A级景区的责任和担当。

美丽的白云山，可爱的白云山人，为您点赞！

春节假日期间，郑州潘多拉萌宠乐园成为亲
子游的乐园，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这里，与萌宠宝
贝进行亲密互动。

据悉，潘多拉萌宠乐园是郑州市较大的室内
创新互动型“海陆空三栖”动物萌宠乐园，它拥有
百余种覆盖陆地、海洋、空中的中小型珍稀可爱萌
宠，位于郑州市大商新玛特金博内，园区共有探
险、激萌、表演、互动、科普、主题、《阿凡达》天空之
城、精灵部落八大主题展馆，游客置身于室内三栖
微生态乐园中，可多角度感受多彩世界的神秘。
在这个遍地绿植藤蔓缠绕的绿色氧吧，游客不仅
可以近距离观察各种可爱的小动物，更可以进行
亲手喂食、抚摸、互动拍照等不同形式的亲密接
触，享受亲近动物的美妙时光。

潘多拉萌宠乐园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
文情怀，以“打造家庭欢乐时光、推进亲子科普教育、
促进儿童智力全面发展”为经营理念，将“海洋、萌
宠、森林、互动、表演、多媒体、科普”概念融为一体，
致力于将休闲互动旅游体验带入城市商业，为游客
提供一个家庭娱乐、亲子休闲的好去处。 (刘妍)

赏炫彩花灯，看民俗表演，品传统
美食，观民俗展览，逛百合花海……元
宵佳节，郑州绿博园景区多个活动好
戏连台，让您来感受将近尾声的年味。

正月十五闹花灯，雪打花灯好年
景。绿博园设置了大大小小上百余组
花灯及明艳夺目的亮化景观，构成了
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2万多株麦穗
灯海、1.5 万株郁金香灯海及近 3000
张满天星渔网灯等，编织出绿博园的

“火树银花不夜天”。
在元宵佳节，除了赏灯，吃喝玩乐

一样都不能少。老家味道美食街、台
湾特色美食、民俗展演、杂技绝活、洛
绣展、葫芦展、面花展以及新春百合花

展，让人嗨翻天。
在非遗手艺大会上，捏面塑、剪窗

花、倒糖人儿、针织艺术、草编艺术一
应俱全，可以带孩子来看看老祖宗的
传统绝活，在非遗项目和民俗技艺中
感受年味儿。 （宋剑丽）

2月 17日，“感悟愚公移山志，我为家乡来代
言”活动举行。济源市内的高中生、济源籍大学
生及在豫交流学习的国际友人齐聚济源王屋山
景区，共同感悟坚韧不拔的愚公移山精神。

此次活动的参与者从王屋山天坛极顶出发，
在百米长卷上祈福签名，将美好心愿留在天坛极
顶。大家齐声诵读《愚公移山》，感悟愚公精神，
激励自己前行。接下来，学生们在愚公村村史馆
重温愚公移山的故事，在愚公移山精神教育培训
基地感受“愚公移山、敢为人先”的济源城市精
神。随后，景区工作人员为每位参与的学生颁发
了“2019王屋山愚公移山精神传播大使”证书。

大学生王鑫萍表示，愚公移山精神蕴含着中
华民族努力奋斗的底色。接下来，她要把愚公移
山精神带到所在学校和将来的工作岗位上，让愚
公移山精神伴她成长。 （杨锋）

元宵节期间，内乡县衙和县衙历
史文化街区管委会推出多样特色活
动，迎接游客来欢度元宵佳节。

正月十五，县衙历史文化街区推
出舞龙舞狮、腰鼓、高翘、鼓词、竹马
舞、旱船等传统民俗表演及“猜灯谜”
活动。元宵节期间，内乡县衙景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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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月十六，根据旧时衙门习俗，景区推出

特别民俗节目“正月十六看太太”，当
天上下午各两场。

据《内乡县志》记载，旧时衙门戒
备森严，但每年正月十六这天，衙门内
张灯结彩，百姓可以自由进入县衙，到
三堂前看知县太太，群众称为“正月十
六看太太”。这天，知县及其夫人与乡
民见面，知县会放下平日威严和架势
与民同乐，并拿出栗芋、核桃、枣、花生
等干果招待群众。 （苗叶茜）

□朱天玉

“我们一家人在这里滑雪、逛庙会、欣赏雾凇冰
挂，这种感觉太棒了！这里的自驾游营地配套设施
也很齐全，服务也很周到，开着车来这里享受到森
林中的宁静与惬意。”2月 17日，来自许昌市的游
客王宏森谈起和家人同行的白云山自驾游之行，脸
上流露出满满的幸福。

位于洛阳市嵩县的白云山自驾游营地是以白
云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木扎岭等景区为依托，建设
的集自驾车营地、旅游休闲、运动、娱乐、商业于一
体的综合性生态休闲度假区，于2016年已建成200
个露营帐篷营位、30个房车营地标准营位、50幢休
闲木屋。

伴随着自驾游的日趋升温，自驾车营地建设引
起洛阳市的高度重视，于日前出台了《洛阳市自驾
车旅游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就自驾车营地

不足、交通停车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开出了“药方”。
在《规划》中，洛阳是将自驾车营地打造作为一

项旅游产业发展的重点工作，并设置了至 2030年
完成35家自驾车营地提升和新建目标，分别是以龙
门·温泉营地、万安·山顶营地等为代表的景区基地
型营地新建项目，以小浪底房车自驾车营地、栾川
自驾车房车营地等为代表的景区基地型营地提升
项目，以黛眉·汉关营地新建、锦屏·郊野露营公园
等为代表的过路型配套营地项目。

据悉，2018年洛阳市共接待游客 1.32亿人次，
自驾游客占比达到42.36%，自驾游客的个性化旅游
需求满足程度决定着旅游体验效果，洛阳市以一流
的、标准化的自驾车营地建设为抓手，力促配套设
施尽快完善，多样性的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得到最
大化满足，助推洛阳旅游迈上转型升级新台阶。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现代都市人对自然、
文化、休闲的需求，对随性、自在的旅游体验诉求，

催生了自驾游的兴起。”伊河文旅集团执行董事、总
经理潘毅兵说，自驾游普及程度的高低，与汽车保
有量、营地建设、配套设施等密不可分，因此，自驾
游产业想发展，必须先解决营地建设的问题。

伊河文旅集团正是因为对此准确“把脉”，早早
就建设运营涵盖房车露营区、帐篷露营区、儿童娱
乐区、露天影院等多种设施为一体的小浪底房车自
驾车营地，让游客在回归自然的惬意安然中，欣赏
小浪底“高峡平湖”壮丽景观。今年，该集团还将进
一步完善提升小浪底房车自驾车营地、黄鹿山自驾
车营地的软硬件配套设施。

围绕“景区+营地”的理念，结合营地发展依托
的资源和驱动源不同，洛阳市自驾车营地又细分为
过路配套型和景区基地型两类，通过以景区和自驾
车营地建设为点，自驾线路为线，串联起了洛阳旅
游的优势资源，形成景区与营地的良性互补，实现
双赢，吸引更多游客在洛阳体验慢生活的乐趣。

元宵佳节，愚公故里备好了文化
旅游盛宴，欢迎游客前来开心闹元宵。

祈福王屋山，登临天坛顶：从即日
起至 2月 19日通票仅需 130元（原价
200元含门票+小交通+索道往返）。

“中国猴山”五龙口，太行雪猴迎
新春：即日起至 12月 31日，凡属猪或
者姓“zhu”的游客凭身份证免门票。

“桥见”黄河三峡：即日起至 2月
20日，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对1米 4以
下儿童及 65 岁以上老人免 80 元船
票。365米高空跨河玻璃吊桥，原价80
元，活动期间仅需50元。

中原看海小浪底：即日起至 2月
19日（正月十五）10元门票游小浪底！

此外，花石村流光溢彩观灯展，带
来传统年味。民间焰火“打铁花”在魔
幻的夜空绽放，带来意想不到的震
撼。千亩梅花迎雪怒放、动物争霸激
情上演，南山森林公园滑雪场激情滑
雪乐翻天。 （李虹澄）

洛阳：自驾车营地让旅游更加自由

夜黑雾浓，气温骤降至零下15摄氏度，登玉皇顶的游客迟迟没有下山——

白云山景区全力搜寻受困游客
到王屋山感悟愚公移山精神

愚公故里福利多 元宵佳节待客来

正月十六看“太太” 内乡县衙真热闹

绿博园里闹元宵 民俗赏灯春意浓

郑州潘多拉萌宠乐园受追捧

文旅观察

惟妙惟肖的舞狮表演增辉民俗文化节

到许昌灞陵桥，品中国文化年。
正月初二至正月十六举行的许

昌灞陵公园新春庙会令人耳目一新，
游客们沉浸在厚重的民俗文化中，感
受着浓浓的年味儿。

（贺青枝 摄）

许昌新年趣味多 灞陵桥庙会年味足

讲好两岸故事 共推文旅发展
——“寻找同根同源的感动”中原文旅宝岛行走进高雄

精彩文艺节目绽放宝岛台湾

□本报记者 张莉娜/文 本报通讯员 张志嵩/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