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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花开时，黄萼裳裳待君至。3月 24日，嵩县大坪第七届油菜花节启幕，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踏青赏花。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与村庄、梯田、山岭及游客的笑脸相映成趣，令人心醉。白俊庭 摄

樱花红陌上，杨柳绿池边。3月 20日，河南
荥阳第四届古柏渡黄河樱花节在丰乐樱花园开
幕。12万株樱花迎春绽放，吸引大量省内外游
客游园赏樱。3月 24日，游客量达 10.8万人次，
创历史新高。

据悉，丰乐樱花园樱花品种繁多，分为初樱、
中樱、晚樱，每年 3月至 5月迎来为期 60余天的

“樱花雨”。初樱期为3月20日前，中樱期为3月
21 日 ~4 月 7 日；晚樱期为 4 月 8 日 ~4 月 30
日。 为提升游客赏樱体验度，该景区今年首创
网红打卡地，给游客带来360度赏樱新体验。直
升机可带你飞入天空，俯瞰5000亩樱花园全景，
一览众樱芳华。在“天空之镜”的折射下，可营造
出 樱 花 与 天 际 相 接 的 美 丽 场 景 ，游 客 还 可

“360°拍摄樱花花海”，感受被樱花包围的感
觉。穿黄博物馆新增设的三大观景台开辟全新
赏樱视角，游客可登高从不同角度观看 5000亩
樱花，感受汉风古韵。

樱花节期间，古柏渡旅游度假区为游客推出
“一票游三园”优惠活动，您可在丰乐樱花园览尽
樱花春景，到古柏渡飞黄景区体验滑沙，去草原
花海感受辽阔草原风情。 (赵丹)

最是春来和风好,雪瓣缤纷醉绿博。3月 30
日，郑州绿博园一年一度的春季“问花节”大幕开
启，郁金香展、梅花展、樱花展、海棠展、碧桃展，
五大花展倾情盛放，正式掀开踏青赏花热潮。

问花节期间，除了主打的郁金香展、梅花展、
樱花展、海棠展、碧桃展，迎春、连翘、玉兰、麦李、
二月兰、紫荆、桃花、梨花等多个花卉也将逐次盛
放。橙红、嫩绿、粉紫、鹅黄、雪白、淡粉……放眼
望去，整个园区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除了畅游花海，精心编排的花神迎宾舞、趣
味十足的小丑巡游表演、萌萌哒的花宠迎宾、灵
气十足的美女不倒翁等精彩活动将一一呈现，更
有绝色美艳的花仙子带你畅游花海。 (刘瑞)

嵩县大坪乡 油菜花间蝴蝶舞荥阳古柏渡镜头一

姹紫嫣红问花来 满园独宠郁金香
来孟津耍吧！
近日，洛阳郁金香牡丹园的400亩花海已是

姹紫嫣红，近 200个品种，百万株郁金香迎春绽
放，带你感受花“漾”生活的每一天。 （许晓博）

千年古寺,十里桃花,漫山遍野已是灼灼芳
华。近日，巩义青龙山慈云寺景区第六届桃花祈
福文化节正在进行，娇艳桃花等您来赏。 (争鸣)

漫天樱舞醉春风
镜头三

巩义青龙山慈云寺镜头二

夹岸桃花蘸水开

镜头四 郑州绿博园 镜头五 洛阳郁金香牡丹园

图说旅游

4月 1日，南航将新开珠海经郑州
至黑河的新航线。借此机会，黑河市
于 3月 22日在郑州举行文化旅游推
介会，邀请河南游客坐上飞机，畅游

“中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的独
特魅力。开航首月，最低票价仅 1.8
折。针对旅行社组织游客赴黑河旅
游，当地政府还出台了奖励政策。

推介会上，黑河带来了精彩的俄
罗斯歌曲和达斡尔族舞蹈，黑河文化
旅游产品以情景剧的形式进行推介，
现场利用飞机元素精心布置，中俄演
员载歌载舞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据悉，此次开通的“珠海—郑州
—黑河”往返新航线，每周一、三、五执
行，全程约 5小时 15分钟,航班号为

CZ3781/2。该线路全额票价 3560
元。为促进游客“南来北往、寒来暑
往”，4月份黑河至珠海最低票价低至
两折，珠海至黑河最低票价低至 1.8
折，往返可享受1.5折优惠。

黑河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素有“中
俄风情之都，北国养生福地”的美誉，
国家 5A级景区五大连池拥有雄浑壮
阔的火山奇观和优质的天然冷矿泉。
黑河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首府布拉
戈维申斯克市隔黑龙江相望，被形象
地誉为“中俄双子城”。目前，黑河正
整合特色旅游资源，打造“五大连池+
黑河+俄布市”黄金旅游线，实现“来
一城、游两国”的愿望。

(张莉娜)

3月 23日，洛阳老君山“咬春宴”
在追梦谷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在觅春踏青的同时，享受了野味
十足的流水宴席。

本次宴席的食材均来自当地的
“山里货”。暖春时节，正是香椿、山小
蒜、荠菜、榆钱等野味最鲜、最嫩的时
候。乡村大厨们利用这些新鲜食材，
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制作出了香
椿炒鸡蛋、蒸荠菜、栾川山水豆腐、黑
木耳炒肉等具有本地特色的美味。

襄阳游客周女士表示，在城市里

很少吃到这些野菜，春天来老君山爬
爬山，还能吃到“咬春宴”，也很惊喜。

据了解，“咬春”是中国习俗，春
日里吃些新鲜山野菜，既有防病功效，
又有迎春祈福之意味。 (周向毅)

追梦老君山 万人共食“咬春宴”

□本报记者 朱天玉

3月 24日，在南阳天润月季园里，连片的月季
舒枝展叶，含苞待放，月季园负责人王超，正在修整
月季花柱造型，使天润月季园以崭新的姿态迎接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召开。

从 2000 多年前的汉代就开始种植月季的南
阳，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月季花会，将于今年4月
28日，迎来以“月季故里 香飘五洲”为主题的 2019
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这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引领
城市绿色发展，打造全域旅游，让世界了解南阳、让
南阳走向世界的机遇。

月季是南阳的市花，在南阳保护保存的月季品
种有 2300余种，近年又收集引种名优月季、蔷薇达
3700多种，南阳精心打造了月季公园、月季游园、月
季专类园、月季大道、月季社区，形成了月季名城的

生态美景，为城市形象增添了新的活力。
自 2018年 8月 29日南阳月季园城市展园开工

奠基以来，各市、县迅速行动，2019年 1月 18日，南
阳市还举行了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倒计时 100
天千人誓师大会，宣布启动了大会筹备工作倒计时
100天提速攻坚行动。

为更好地集中呈现各地月季的不同风姿，月季
园内开辟出专门区域，用于建设南阳东道主展园
（南阳园）、5个外地城市展园和南阳市13个县市区
展园，在3月底前将全部建设完毕。其中，南阳园以

“花开南阳·燃动洲际”为理念，从南阳独特的山水
结构、深厚的月季文化及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城市名
片（月季花城、中华玉都、华药之乡）入手，构建出

“一山一水”、“一廊”、“三名片”的景观结构。
与此同时，南阳世界月季园的月季花街、卧龙

书院、月季大舞台主体建筑和各县区城市展园建设

及各项筹备工作正扎实有序开展。
此次节会包括盆景艺术展、月季文化展、国际

月季艺术专业论坛、月季+乡村振兴高端论坛、“玫
瑰之约·月季之旅”嘉宾参观活动、世界月季联合会
成员国会议、中国花卉协会月季分会理事会议等。
为强力推进各项筹办工作，南阳市逐项拿出方案、
时间表和任务清单，坚持一周一督查一汇总一通报
推进。

借助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东风，南阳市将高
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南阳世界月季园，着力建设
全国最大的月季种质资源库，深度挖掘创作以月季
为主题元素的玉雕、烙画、服装、小说等文化产品与
作品，倾力打造世界月季名城，培育塑造世界一流
的月季、玫瑰及衍生品的繁育、生产加工和出口基
地，促进以生态旅游、花卉康养为主的第三产业发
展壮大，助推南阳全域旅游快速发展。

2019世界月季洲际大会4月28日启幕

南阳：月季飘香待客来

直飞到黑河 畅游北国养生福地

来，约一场“花漾春天”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为进一步提升各社区纪检监察人员工
作能力，更好地发挥社区居委会监委的监
督作用，近期，郸城县洺南纪工委组织 11
个社区居委会监委和监察信息员，开展了
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学习培训。此次培训主
要学习该县“铸铁军、塑形象、再出发”活动
会议精神，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
作规则》等纪检监察法规和纪检监察案例，

剖析重点案例，集中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纪
录片。学习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的相关知
识，纪检监察机关举报受理范围、注意事项
以及信访举报渠道等内容，使得社区党员
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学习后，大
家纷纷表示：在今后工作中，要将及时学习
上级纪检文件精神做到与时俱进，充分发
挥纪检监察工作的检查监督职能，促进社
区党风廉政建设。 （罗永建 田丰）

郸城洺南纪工委开展社区监委及监察信息员学习培训

日前，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党
组组织全体党员干部集中学习市财政系统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市财政
局党组书记孙国才同志在全市财政系统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强
调，财政系统的反腐倡廉建设任重道远，要
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切实抓好
主体责任“六个一”责任重点的落实；贯彻落

实《党章》《准则》《条例》等党内法规；抓好党
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宣传工作；把握运用

“四种形态”，推动“两个责任”落实;把纪律
和规矩挺在前面，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
势；抓好“数据铁笼”、民生资金和项目监督
工作。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结合实际
研究制定反腐倡廉的工作举措，深入推进财
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成芳）

结合实际 全面贯彻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郊乡

不断探索创新党建管理新模式，开
创社区及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新局
面，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一是建
立一个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将社区
按照地域、人口划分为六个网格，同
时组建理论宣传、人民调解、志愿服

务、平安建设、文明创建五支队伍，
积极探索“1+6+5”工作法。二是率
先建立社区党建云服务平台，通过
着重解决支部工作虚化弱化不量
化、部分基层党务干部不会工作等5
个问题。三是制作《党员手册》，实
行积分制管理，加强党员干部队伍
管理教育和监督。 （董芳）

鹿邑县紧紧围绕典型案例，深
刻查摆剖析，创新教育方式，确保以
案促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以案促改“全”覆盖。制定《关于建
立建全以案促改工作的长效机制》，
案发单位党组织要在单位党员干部
中进行案件警示教育，没有案发单
位由单位纪委和派驻纪检组选取本
系统发生典型案例进行以案促改，
实现以案促改全覆盖。警示教育方
式“活”。拓展教育方式，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努力把执纪审查成果
转化为教育警示效果。召开案例剖
析会，让县、镇、村三级干部吸取典
型案例的深刻教训，认真对照检查，
理 清 职 责 权 限 。 监 督 检 查 保 成

“效”。围绕学习教育是否到位，排
查问题是否精准，剖析问题是否透
彻，突出问题是否整改，制度机制是
否完善等内容，对以案促改工作各
阶段开展情况及整改成效进行跟踪
督查。 （潘向丽）

探索管理模式 激发基层党组织新活力

落实以案促改工作 念好“全、活、效”三字诀

为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廉洁
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郑州金
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党员
干部职工集中观看党风廉政教育
警示片。警示片选取身边真实发
生的违纪违法案件，以案明理、以
案促改，告诫党员干部要认识到全
面从严治党和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到守纪律、
讲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自觉在廉洁自律上
追求高标准，在严守党纪上远离违
纪红线。同时要求党员干部要从
反面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时刻把
纪律和规矩摆在前面，要坚持慎独
慎初慎微慎欲，时刻做到自重自省
自警自律，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
养，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
眩于五色之惑”，时刻保持人民公
仆的本色。 (张莉萍）

“三学三促”夯实基本功 增强履职能力
为尽快适应监察体制改革新

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提高纪检监察
干部办案质量，郑州金水区大石桥
街道纪工委通过“三学三促”，全面
打造学习型队伍，增强履职尽责能
力，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综合能力和
素质。一是街道全体纪检监察干
部参加区纪委监委组织的“补短
板 建机制 强能力 见成效 争一
流”培训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促

能力提升。二是党规党纪随身学，
促理论水平提升。利用业余时间，
借助党规党纪随身学平台，深入学
习与业务密切相关的法规条例，为
依纪依法开展工作奠定坚实基
础。三是以干代训学，促办案能力
提升。选派纪检监察干部到上级
纪委监委以干代训学，通过近距
离、实战化学习，实现短时间内提
升办案能力。 （张静燕）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 目不眩于五色之惑

春色宜人淡复浓,南山花放北山红。

中原大地春意盎然，五彩斑斓的春花如约而至，来奔赴一年一度的枝头烂漫之约。迎春花、杏花、桃花、樱花、郁金香等

开得姹紫嫣红，漫步山水之间，处处花团锦簇。快和亲朋好友一起，沐浴在春天的暖阳里踏青赏花，倾听花开的声音。

3月 26日，在第十八届河南汝阳
杜鹃花节暨炎黄文化节郑州推介会上
传来消息：本届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
文化节将于 4月 20日在汝阳西泰山
景区开幕。

汝阳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
厚，拥有酒祖杜康、云梦鬼谷、万顷杜
鹃、天然炎黄巨像等众多特色旅游资
源。每年春季，西泰山景区漫山遍野
的杜鹃花次第盛开，绽红吐艳，更是为
巍巍群山披上了灿烂云锦，美不胜
收。目前，西泰山已经连续举办了十
七届杜鹃花节，“洛阳看牡丹，汝阳赏
杜鹃”的口号日益响亮，这里也已成为
游客的赏花优选地。

本次推介会有效推介了西泰山、
恐龙谷漂流、龙隐等汝阳旅游品牌，加
之汝阳旅游商品的精彩亮相，展示出

“醉美汝阳”的独特魅力。随着创建国
家 5A 级景区工作的稳步推进，西泰
山景区配套服务持续提升，本次节会
将更多地注入以西泰山炎黄文化为主
的文化元素，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

目前，各项节会活动正在积极筹
备中,4月 16日至 4月 20日，“醉美汝
阳”自驾游拉力赛将燃情开赛，接下来

“全国百家媒体”“全国百名摄影大咖”
走进汝阳采风活动也将如期举行。“醉
美汝阳”旅游商品展销会也将于节会
期间同时开展。 (朱天玉)

醉美汝阳 邀您春日赏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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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王屋山成功救助迷路游客

旅游观察

□本报记者 张莉娜

3月 17日—18日，济源王屋山景
区因一名迷路的游客，展开了一场极
速搜寻。最终，迷路游客被找到并妥
善安置。

3月17日 18时许，热闹了一天的
王屋山景区安静下来。这时，一阵急
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一群游客打来求
助电话，团队里一名年近六旬的老人
王小成迷路了。

这群游客来自济源下冶镇，十余
人相约一同游览王屋山。当天下午，
他们从王屋山天坛极顶沿天坛神路下
山。其中，王小成提前离队下山。当
大家走到山脚时，并未见到王小成。
与王小成电话联系后得知，王小成在
山上迷路了。

景区值班人员卫鹏立即将此事上
报当日值班负责人王德新，王德新通
知景区员工王卫平和张永波等人火速
上山寻找失踪游客，并同时通过景区
的智慧监控寻找。但是，景区的监控
内没有发现失踪游客的身影。

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景区
工作人员一边与失踪游客王小成进行
联系，试图确定失踪游客的位置，一边
到索道处通过景区内的智慧广播播放
声音，试图通过声音让游客分辨位

置。但是，游客仍然无法准确描述自
己的具体位置。在天坛极顶的值班人
员王东方从天坛极顶出发，沿天坛神
路下山，在沿途大声呼喊，试图寻找失
踪游客，仍然未果。

20:30左右，天色完全暗了下来，
由于天坛神路石阶较多，路段较长，考
虑到大家的安全，同时在电话确认王
小成找到一处庙宇休息之后，工作人
员便从天坛神路统一返回。第二天早
上天还没亮，王德新和王卫平再次来
到天坛神路，继续搜寻。

3月18日早上7时20分，景区工作
人员李东东、刘红伟在天坛神路二仙庙
找到王小成，把他搀扶下山。景区人员
又送上热水、鸡蛋、泡面等食物。经过
初步检查，他的身体并无大碍。

事后，失踪游客与他的家人向王屋
山景区送来锦旗表示感谢。他们表示，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他们深深感受
到了王屋山景区的贴心与温暖。

一直以来，王屋山景区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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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服务理念，温
暖着每一位游客，景区连续四年游客
综合满意度达到 96.5%。同时，景区
涌现了大批拾金不昧、助人为乐、乐于
奉献的先进典型，景区文明服务已经
蔚然成风，文明之花处处盛开。

文明服务在你身边 文明之花处处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