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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子寻春半出城

新农业、新景区、新气象。
4月 6日，驻马店平舆县蓝天芝麻小镇“烂漫樱

花节”开启。纯白，浅粉，淡红……各色樱花，花枝
簇拥，和清澈的蓝天交相辉映。小镇里还有汉服巡
演、唯美订制网红打卡拍照场景、最美民宿体验等
一系列够美、够浪漫的活动。芝麻小镇是近两年走
红的一家生态田园综合型旅游项目，芝麻文化与农
耕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游客在此充分享受美食与
休闲带来的惬意。 （王娟）

芝麻小镇樱花开 香飘十里游人来

最美四月天，春色正当时。清明节小长假，济
源市迎来又一旅游高峰。踏青赏花、祭扫感恩，济
源全域旅游花香溢、客爆棚。

开通免费观光巴士，城市旅游便民惠民。4月5
日，济源市首次开通运行城市观光巴士、旅游专线，
推出城市游、工业游旅游专线，市民游客全部免费
乘坐。城市游环线串联古轵生态园、愚公移山精神
展馆、城市展览馆、科技馆、图书馆、博物馆、济渎庙
等诸多城区景点、公园游园等，一站式体验济源精
品城市游线。工业游专线直达玉泉工业园。假日
期间，共计惠及近千位市民、游客。

创意主题节庆活动，景区旅游吸睛吸金。假日
期间，王屋山景区推出黄帝祭天文化演艺，吸引大
量游客驻足观看。五龙口主打“西游”文化，对属猪

姓“zhu”的游客全年度免门票，并推出“春漾五龙
口”文化主题。4月 6日，小浪底樱花节启幕，景区
当天接待游客过万。黄河三峡“网红桥”热度不减，
野玫瑰花海灿烂了游客的笑脸。小沟背推出《女娲
造人》《女娲补天》神话木偶剧，让游客流连忘返。

部门镇村联动齐参与，乡村旅游多姿多彩。承
留镇桃花文化节、五龙口镇马村梨花节、王屋镇柏木
凹万亩菜花、蟒河林场圪针庄林区百亩桃花……一
批乡村旅游点成为游客争相观赏的“网红”打卡地。
乡村旅游的火爆带来特色住宿、精品民宿的爆棚。

同时，移动平台全新上线，智慧旅游娱客悦
客。近日上线试运行的济源“智慧旅游”服务平台，
信息查询、门票预定、酒店预定、导游服务等功能使
游客“一机在手，济源畅游”。 (王利敏)

观光巴士免费坐 全域济源任徜徉

清明小长假期间，鹤壁春意盎然。市民和游
客纷纷徜徉美丽鹤壁，踏春赏花放风筝。节日期
间 ，全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53.6 万 人 次、同 比 增 长
18.2%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842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9.6%，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清明期间，祭拜踏青主题吸引游客，赏花游
成为旅游新宠。清明假日恰逢鹤壁市“第五届樱
花节”，樱花、梨花、杜鹃花等争相盛开、景色秀
美。秦街的桃花、油城的梨花、赵庄的油菜花、大
石岩的山花盛情绽放，乡村旅游吸引了众多市民
赏春花、挖野菜、捉螃蟹、游民居，尽情感受大自
然的无限魅力。

节日期间，鹤壁市传统景区节目丰富多彩。
云梦山景区举办第三届“福寿文化节”暨踏青祈
福大会，广大游客登云梦圣顶、赏桃花芬芳，游空
中草原、观太行奇观，乘坐高山滑草、体验骑马射
箭。作为首批河南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假日期
间，云梦山博大精深的鬼谷文化、雄奇秀美的自
然山水，吸引了数千名学生团队前来打卡，研学
旅游成为假日新亮点。

古灵山上，游客在梨花坡赏花、女娲宫祈福、
玉带河漂流、古佛洞探秘、凉水泉妙境寻幽，体验
欢乐之旅。朝阳山上，人们登高健身，祈福纳
祥。大伾山景区推出农历三月初三（4月 7日）当
天免费畅游景区活动，吸引了大量游人。五岩山
景区和乡村旅游点王家辿、西顶、施家沟、狐尾沟
均游客大幅增加。 （贺旅）

相约三月三，共寻原乡记忆。4
月 7日，浮戏山三月三文化旅游节在
巩义浮戏山雪花洞景区广场开幕。该
活动以传统民俗拍手定情为载体，旨
在弘扬河洛民俗文化，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感受浮戏山水。

浮戏山三月三文化旅游节是新中
镇及浮戏山雪花洞景区的传统节日，
是由当地青年男女拍手定情的传统民
俗发展而来。自 2007年举办第一届
活动以来，每年都会吸引省内外游客
到此观光旅游、休闲度假。该文化旅
游节不但具有原乡记忆和文化色彩，
更是游客认识浮戏山的窗口，并逐步
成为巩义文化旅游的耀眼名片。

该活动由巩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巩义市新中镇政府联合主办。除
了传统的抛绣球招情郎中式婚礼等互
动活动以外，本届浮戏山三月三文化
旅游节再次升级，文旅融合活动“溶洞
旗袍秀”上演文旅视觉盛筵，牵手中国
好声音海选“浮戏嗨歌”音乐会让到访
游客大饱耳福。

河洛民俗文化展演专场特邀河洛

名家、民间艺人展示河洛大鼓、唢呐独
奏合奏群奏、曲剧豫剧演唱，剪纸、面
塑等河洛民俗和手工艺制作；巩义孝
亲文化、书画等巩义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品，让游客体验浮戏山独具地方特
色的民俗文化和巩义非物质文化遗产
魅力。

活动期间，雪花洞最美“女洞主招
募”、“诗情画意颂浮戏”、“走进浮戏、
拥抱初夏”巩义首届公益徒步赛、“浮
戏山研学季启动仪式暨小小探险家定
向寻宝赛”等活动将陆续在景区推出，
诚邀四方宾朋至景区游玩参与。

（张海军）

巩义

相约三月三 定情浮戏山

4月 6日，栾川县陶湾镇第三届桃
花节开幕。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歌
舞、模特走秀等表演，将现场气氛推向
了高潮。除了精彩的节目演绎，现场
更有 3米桃花糕给游客带来惊喜。主
办方精心准备的天麻土鸡滋补汤和桃
花羹让游客大呼过瘾。

2019年，陶湾镇大力度推动陶湾
旅游业的多元发展，开辟旅游经济新
道路，特意打造“康养+文旅+运动”休
闲模式，以乡村旅游带动当地群众致
富。作为国家级美丽宜居小镇，该镇
正努力打造全省脱贫攻坚示范区、乡
村旅游及沟域经济示范区、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山地自行车和徒步登山
运动健身基地等品牌。

春光正好，陶湾的花海次第开

放。接下来，陶湾镇将组织一系列节
庆活动，吸引游客前来赏花休闲。分
别为：4月15日—4月 20日，日绚烂梨
花节；4月10日—4月30日，浪漫樱花
节；5月10日—5月 20日，野杜鹃花海
节；6月10日—6月 30日，百合油葵旅
游节等。 （邱宏骏）

栾川

陶湾春意浓 桃花朵朵开

清明小长假，春风和煦，新安县各景区尤其
是山水景区游客爆棚，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假日期间，新安县共接待游客约 11.4万人次，累
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约 2946万元，较去年有明
显增长，实现春季旅游市场开门红。

清明小长假期间，新安县景区推出一系列惠
民政策，免票、打折，吸引更多游客前往。山水游
线路最受欢迎，其中龙潭大峡谷景区、黛眉山景
区、青要山景区为最。新安函谷关、千唐志斋博
物馆等文化游游客也比去年有明显增多。来新
游客主要以周边省市的散客自驾游为主，省内主
要来自郑州、洛阳、三门峡、焦作、许昌等地，省外
主要来自山西、陕西等地，赏花踏青成为人们清
明节旅游的主要选择。自驾游以灵活方便，成为
游客出行的首选。节日期间很多来自洛阳、郑州
等地的游客自驾到新安县旅游景点，欣赏自然山
水之美，享受田园休闲之乐。旅游景区车水马
龙，人潮涌动，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

看书阅读成为新的休闲方式。清明小长假
期间，新安县城市书屋、博物馆免费对外发放，吸
引了一大批市民前往阅览。随着新安县百城提
质如火如荼地进行，城市品质也得以提高。城区
公园免费开放，城市观光休闲游也成为部分群众
不错的选择。 （朱天玉）

清明小长假，内乡县衙景区丰富的各种活
动，处处洋溢欢乐、祥和，三天旅游接待量稳步攀
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6.7％，游客再现爆棚。

小长假期间，景区紫荆花盛开，内乡县衙举
行的“知县邀您来赏花”活动，引来不少游客赏花
留影。景区每天定时免费推出的《鼓乐迎宾》《宣
讲圣谕》《三院禁约碑揭碑仪式》《官民同乐》《知
县审案》《县试》等演艺节目，深受游客推崇。4月
6日，内乡县衙开拍快闪MV《我和我的祝国》，分
别为游客发放了小国旗，吸引了大批游客积极参
与。内乡县衙厚重的官德文化被批准为河南省
首批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小长假前接待中小学生
研学旅游异常火爆，小长假期间也有小批中小学
到内乡县衙进行研学旅游。 （苗叶茜）

内乡县衙 欢乐过节

今年的清明假日正值方城县 2019中国·方城
第三届牡丹花节暨万亩花海旅游节盛大开幕，万亩
油菜花竞相开放，牡丹真国色溢彩流香的无边风
光，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来，三天假期，全县共计接待
游客23.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080万元。

踏青赏花成为清明假日特色。清明期间，游客
纷纷外出扫墓、踏青、赏花，赏花旅游线路和赏花景
点备受游客青睐。德云山风情植物园的牡丹花，二
郎庙镇境内的万亩油菜花海，七峰山生态旅游区、
七十二潭景区的连翘花海等赏花景点均人气高涨，
四方游客慕名而来，车马辐辏，络绎不绝。

祭扫＋春游成为节日主流。清明假日期间，
“扫墓＋出游”的度假方式成为主流，游客多选择“祭
祖加短途自驾游”，举家出游、近郊游等成为清明旅

游市场的一个明显特点。返乡的游客，在祭典先烈
之后与亲友结伴在周边游玩，赏花踏青、吃农家菜、
体验乡愁乡情成为清明最受热捧的旅游方式。

龙头景区热度不减。七峰山生态旅游区、七十
二潭景区、德云山风情植物园便捷的交通、优良的
服务、完善的设施、不断累积的美誉度和影响力形
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日出游
的首选目的地。清明期间第二天，七峰山、七十二
潭均日接待游客近 2万人，德云山风情植物园日接
待游客近 3万人，在自驾游、自助游、散客游占据主
力的同时，团队游客较往年呈上升趋势，江苏徐州、
安徽亳州等新开发客源市场均有团队到来。方城
旅游正以自己独特的魅力，焕发出无限的活力和风
采。 （朱天玉）

万亩鲜花绽放 方城旅游受宠

田园乡野幽谷旁，春色满园郁金
香；乱云穿空霓虹裳，古柳斜阳风荡
漾。4月 2日，第三届花都鄢陵郁金香
文化节在五彩大地景区开幕。五彩大
地、浪漫步庭·玫瑰农庄等全县 70万
亩、千万株郁金香争相绽放，到处是浪
漫的花海。

据悉，本届郁金香文化节由许昌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与鄢陵县人民政
府主办，主题为“浪漫花海，‘郁’见五
彩”，活动截至 5月 5日。文化节开幕
当天，16 万省内外游客涌入花都鄢
陵，领略醉人的春光。

目前，五彩大地2000亩花海盛装
登场，园区内海棠、梨花、紫荆花等争
奇斗艳。数千亩郁金香迎春怒放，花
香四溢；放眼望去，千娇百媚、场面震
撼。五彩大地景区新增 10多处景观
点，90多种、上千万株花卉苗木打造
出“田园乡野幽谷旁，春色满园万花
香”的盛景。同时，五彩大地景区新增
哈啰、亲子车、遛娃车、皇家马车等代
步工具，提高了游客服务质量和踏青
赏花舒适度。

与五彩大地相距不远的浪漫步
庭·玫瑰农庄也是春意盎然。赏尽繁
华，体验田园风格的民宿，品尝野生玫
瑰鸡，或是把玫瑰酒、玫瑰化妆品放进
后备箱，让花都度假之旅更加丰富。

据了解，鄢陵县将着力打造以“五
彩大地”观光休闲旅游区为中心的旅
游文化商圈，促进旅游业和花木产业
的发展。五彩大地景区将在田园花海
观光、婚庆礼仪基地、写生影视拍摄、
花卉农耕文化展示等特色项目基础
上，建设世界蜡梅文化产业园、河南省
养老医院等项目，打造长江以北最大
的千亩花海休闲区。 （王阳）

鄢陵

鲜花铺大地 郁金香四溢

清明小长假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 14.62万
人次，门票收入47.3万元，综合收益142万元。

三天假期，乡村游接待游客 5.95万人次，十
里香草莓园、卓安农场、大河古渡、明达草莓园、
郁金香园等乡村旅游点游客如潮。梦境Ａ级景
区共接待游客 8.7万人次，小浪底、汉陵景区、负
图寺景区、王铎故居、平乐牡丹画景区、银滩景
区、梦之苑花海景区、卫坡古村落文化旅游区等
游客量持续上涨，小浪底户外运动主题公园、黄
鹿山半岛秘境度假中心成为新的亮点。（许晓博）

孟津受追捧 假日客如潮

5A嵩县春意盎然、生机勃勃。4月
7日，中国·嵩县多彩城关半程马拉松大
赛举行，来自四川、陕西、山东、江苏、新
疆、浙江、甘肃、海南等省以及我省郑
州、洛阳、南阳、平顶山等地的2000多
名选手，奔跑在春天的5A嵩县，感受着
马拉松赛事带来的美妙时光。

据悉，本次赛事是“5A嵩县·全域
旅游”系列活动之一，由嵩县人民政府
主办，嵩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嵩县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承办。比赛设 21公里
半程马拉松和健步走两项。半程马拉
松从嵩州古城出发，经白云大道至高
都川天城路韩村返回；健步走从嵩州
古城出发，经白云大道、天城路至东环
路返回起点。比赛赛道临近陆浑湖，
穿越高都川天城路生态廊道，鲜花盛
开，空气宜人，在此举办运动赛事，让
选手在奔跑中呼吸风景,在超越中释
放激情。

当天上午9:30许，本届半程马拉
松鸣枪开赛，2000多名参赛选手沿着
赛道奋力向终点进发。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激烈角逐，男子半程马拉松冠军
产生，邢顺彪成功夺冠，王一龙夺得该
项目亚军，徐晨阳屈居季军，马旭旭、
徐晨曦分获四、五名。在女子半程马
拉松比赛中，庞冰冰获得冠军，胡金
花、杨怡晴、朱彤、韩雨军分获二至五
名。

嵩县副县长王修利表示，本届马拉
松是一场绿色、时尚、健康的赛事,是旅
游和体育融合发展的有效尝试。本赛
事不仅展示了嵩县山水风光和人文风
情，也是提升全民健康、创建全域旅游
名县的重要举措。 （郭晓阳）

嵩县

半程马拉松 奔跑城关镇

4月 7日上午，中国·泌阳第十七届盘古文化节
拜祖大典在盘古山拜祖广场举行。数十万人一起
回到“老家”盘古山，共同祈福的场面令人震撼。来
自北京、天津、广东、山西等全国各地社会各界人士
参与拜祖大典。同期上演的曲艺表演、万人祈福、
篝火晚会等，精彩纷呈。

盘古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泌阳县城
南 15公里处的盘古山，是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造
化万物的地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早在南北朝
时期，泌阳县就兴起了规模盛大的祭拜盘古活动，
借以表达对人根之祖的崇拜和敬仰。每年农历三
月初三的盘古庙会，都有数十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

祭拜盘古。2005年，泌阳县被命名为“中国盘古圣
地”，盘古神话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河南
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项目。 （刘艺）

万人同回一个“家” 四海游子祭盘古

金鱼、猛虎、七仙女、蝴蝶等各种的风筝造型在
空中竞相飘摇，翅类、板类等品类争奇斗艳。4月 7
日，三月三河南首届风筝交流大会于遂平县嵖岈山
风景区开幕。来自郑州、开封、濮阳、新乡等地的
15支队伍参加了交流比赛。

本次大会由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和驻马
店市卫生健康体育委员会主办。最终，洛阳队的郑
福增获得板类第一名和盘鹰类第一名、洛阳队刘新房
获得串类第一名、信阳队的张磊获得软体类第一名、
安阳队获得双线类第一名、郑州一队获得四线类第一
名、开封队的仇春樵获得地方特色第一名。 (王亚）

又是一年三月三 风筝飞满嵖岈山

而如今，在这最美的人间四月天，驻马店汝南
县天中山脚下牡丹园成了人们每年不得不来观赏
的美景盛宴！清明小长假这里人头攒动，争奇斗艳
的牡丹让游客迫不及待地拿出相机狂拍，唯恐留不
住这满园的美景。天中山历史悠久，唐代大书法家
颜真卿在这里留下绝笔天中山碑文。品文化，赏牡
丹花，在这里留下最明媚的春之记忆。

（汝文）

牡丹不只洛阳有 汝南花开正待君

鹤城花似锦 赏春正当时

春花烂漫时，赏春正当时。
清明小长假期间，河南继续成为人气担当，人们畅游自然山水，欣赏艺术精品，感受文化旅游的魅力。清明假期，

全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1437万人次、旅游收入89.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18.5%。

千株樱花开,朵朵汇成海。清明假期，正值小浪底樱花节开幕,娇媚樱花迎风绽放，吸引着众多游客游园赏花。

清明假期，来自郑州的数百名学生团队到河
南省首批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云梦山景区开启研学
之旅。图为在云梦山玻璃天桥上。 张小燕 摄

文旅巧融合 新安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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