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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香

贵州向河南游客送出优惠大礼
包！从 2019年 5月 5日至 7月 15日，
河南省居民凭身份证、户口簿、驾驶证
等有效身份证件，在贵州省内各收费
非温泉景区享受不包括景区内特许经
营性项目的门票五折优惠。

4月 20日，“生态人文之旅：从老
家河南到多彩贵州”2019贵州文化旅
游主题推介活动在郑州市举行，会上
透露了这一消息。

需要注意的是，去年，黄果树、
荔波、西江苗寨、梵净山，因超过景

区最大承载量而启动了门票限购，
今年贵州还可能有更多景区会启动
门票限购。所以，建议游客们计划
赴贵州旅游时，通过网络提前预订
景区门票。

近年来，贵州致力于打造“山地公
园省·多彩贵州风”旅游品牌，“多彩贵
州”正成为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的生
态大公园和民族文化大观园。亲水爽
身、溶洞纳凉、民族风情、户外运动等
形成特色。贵州省以高速公路、高速铁
路为支撑的山地特色旅游产业带，串联
带动全省100个旅游景区、100个山地
户外运动旅游基地和 1000 个特色旅

游村寨，形成 20余条省内环行及联通
省内外的重点精品线路。

具体而言，到贵州可以有这样玩
的五条线路：

第一条：人文生态文化游：铜仁梵
净山—镇远古镇—西江千户苗寨—安
顺天龙屯堡—黄果树瀑布—安顺龙宫
—睛隆二十四道拐—兴义万峰林。

第二条：国际天文科普游：平塘—
掌布藏字石—关岭化石群—遵义十二
背后双河洞。

第三条：世界名酒文化游：遵义—
海龙囤—仁怀国酒文化城—习水土城
古镇—赤水风景名胜区。

第四条：民族文化游：肇兴侗寨—
岜沙苗寨—西江千户苗寨—青岩古镇
—云峰屯堡。

第五条：红色文化游：黎平会议旧
址—猴场会议旧址—息烽集中营—遵
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四渡
赤水纪念馆。

推介活动现场，贵州、河南两省签
订了《关于共同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
合作备忘录》。贵州刺绣、蜡染、银
饰、竹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带
来了非遗技艺展示。具有浓郁贵州风
情的多彩贵州文艺展演，也受到现场
观众的欢迎。

4月 20日上午，以“梦回千年画
卷，书画老家河南”为主题进行现场
创作的第二届《豫见少年腕儿》少儿
书画才艺大赛在国家 5级景区、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开封清明上
河园举行。

一大早，1000 多名选手及家长
从清明上河园专门设置的绿色通道
快速有序的入园。大赛启动仪式设
在清明上河园《大宋·东京梦华》水上
实景演出的菊花台上。小选手们个

个妙笔生花、胸有成竹，他们用心创
作着自己心中的清明上河园。

本届比赛充分调动了孩子的艺
术灵感和绘画热情，孩子们用七彩画
笔描绘千年画卷，描绘老家河南。“关
注青少年的成长与教育，是全社会的
责任，清明上河园始终坚持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将文化与旅游进行了深度
融合，力求将景区内的研学产品做得
更加丰富有趣。”清明上河园市场营
销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李姗）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李虹澄

愚公故里群峰吐翠，百花竞艳，全
域济源处处生机勃勃。

4月20日，老家河南·2019中国女
娲文化旅游节在小沟背·银河峡拉开
帷幕，与此同时，《愚公故里·传奇济
源》微电影拍摄正式启动，济源正以全
新的宣传模式，传递旅游价值，打造

“愚公故里·传奇济源”旅游品牌形象。

备好文旅盛宴 迎来八方游客

震天锣鼓响起来，淳朴民俗待君
来。在本届女娲文化旅游节上，来自
四面八方的游客相约娲皇故里、齐聚

鳌背山下，游历灵山秀水。
在本次活动中，小沟背景区为游

客精心准备了文化旅游大餐。非遗保
护项目木偶剧《女娲补天》、舞狮等民
间艺术精粹展演，吸引了数以万计的
游客。除此之外，旅游商品、农贸产品
展销会及花园果蔬基地采摘活动，让
来参加女娲文化旅游节的游客有得
看、有得逛、有得购。

据悉，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
先和人文始祖。小沟背·银河峡风景
区是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抟土造人、
断鳌立极之地，也是女娲文化的源起
之地。本次活动对推动全域旅游、促
进文旅融合、助推百姓脱贫致富等具
有深远的影响。

活动现场，小沟背·银河峡、王屋
山、五龙口、黄河三峡景区作为研学旅
行基地进行了授牌仪式。

创新营销模式 叫响旅游品牌

在诗和远方交相辉映的沃土，如
何全方位呈现济源的神奇与美丽？女
娲文化旅游节开幕当天，《愚公故里·
传奇济源》微电影在小沟背景区正式
启动拍摄。

据悉，在 4 月 17 日至 20日，济源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同程旅游组织了
一场“愚公故里·传奇济源”全域旅游
UGC攻略大赛。大赛向全球招募8位
旅游达人，采用“线上+线下+体验”模
式，用航拍、图文、日记、微电影等多媒

体联合宣传形式，呈现立体化、全方位
的济源，展示全域济源之美。大赛的最
后一天，微电影启动仪式将传奇济源之
旅推向高潮。到目前为止，热门微博

“愚公故里·传奇济源”话题的阅读量达
2381.5万，粉丝讨论超1.1万。

此次 UGC 攻略大赛的 8 位旅游
达人各有绝技。美籍摄影师江喃、手
绘验客大爱美拉、航拍摄影师小海波
澜、金牌验客滢萱等，游览了王屋山、
小浪底、五龙口、黄河三峡、小沟背、济
渎庙等知名景点，通过不一样的视觉体
验，挖掘济源旅游价值。同时，他们的
济源之旅也是《愚公故里·传奇济源》微
电影的蓝本。UGC攻略大赛将进一步
叫响“愚公故里·传奇济源”旅游品牌。

4月 20日，第十八届河南·汝阳
杜鹃花节暨炎黄文化节开幕，西泰山
漫山杜鹃花在春风中笑迎来客，把汝
阳盛景展示给八方宾朋。现场有省
内外 200多家旅游企业、旅行社等近
2万人齐聚西泰山炎黄广场，共同见
证了杜鹃花节开幕，同时，西泰山景
区推出了悠闲赏花之旅、青春畅游之
旅、经典荟萃之旅三条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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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
每年春季，西泰山景区满山遍野的杜
鹃花次第盛开，绽红吐艳，像是为巍
巍群山披上了灿烂云锦，美不胜收。
截至今年，西泰山景区规模盛大的杜
鹃花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八届，
叫响了“洛阳看牡丹，汝阳赏杜鹃”的
口号，西泰山景区也已成为游客口口
相传的赏花优选之地。 (朱天玉）

4月 17日，西峡旅游宣传营销大
会举行，西峡县推出“地质遗迹”探秘
游等8条精品线路,赢得来自湖北、陕
西及我省旅游业界代表称赞。

据悉，西峡县拥有密林、险峰、群
瀑、深潭、平湖、幽谷、奇洞、激流等多
种旅游资源。目前，西峡以老界岭为
龙头，建设了一批避暑养生、休闲度
假、生态观光、创意运动等高端旅游
项目。西峡加快推进 208 国道生态
旅游产业带建设，形成了以老界岭、恐
龙遗迹园、龙潭沟、老君洞、五道石童、
伏牛地下河、银树沟为主的精品旅游
景区；整合区域旅游资源，推出了“地
质遗迹”探秘游、“伏牛山水”生态游、

“宛西风情”乡村游、“文化科普”研学
游等 8条精品线路；西峡县推进一体
化集聚发展，打造老界岭避暑养生
区、桦树盘山地运动休闲区、伏牛大
峡谷生态观光区，形成种类多样的休
闲度假产品体系。西峡策划举办了
恐龙文化节、老子文化节、孙沟李花
节、老君洞紫荆花节等主题活动，老
界岭被授予全国首家“中国山地避暑
旅游观测点”，进一步打响了“避暑养
生地、南阳老界岭”品牌。

同时，西峡县还对 2018 年度业
绩突出的旅行社给予奖励，发布2019
年度旅行社组团西峡旅游的优惠政
策等，受到旅行商称赞。 （朱天玉）

梦回千年画卷 书画老家河南

醉美洛阳汝阳 杜鹃花开满山

女娲文化旅游节扮靓济源四月天

河南居民五折游贵州

阳光灿烂，绿意盎然。如果您在
“五一”小长假期间到淇县来，将拥有
一段难忘的美妙旅程……

假期，在中华第一古军校云梦
山，您可以欣赏“调师离位”“武士迎
宾”等实景演出，了解鬼谷子因材施
教、孙膑庞涓斗智斗勇的历史传奇；
还可以探洞、涉峡、听泉、观瀑，在秀
美山水间来一场时空穿越之旅，或者
在云梦山空中草原纵马驰骋，感受独
具特色的风情。

古灵山上，女娲宫祈福、玉带河
漂流、古佛洞探秘、玻璃吊桥高空探
险、灵泉妙境寻幽等活动丰富多彩，
带您360度体验不同风情。

移步孔圣文化遗址朝阳山，登山、

健身、游古刹，现场观看锣鼓迎宾、乐
舞表演、论语诵读、祭孔大典等精彩表
演，共赴孔子文化盛宴。

徜徉朝歌民俗文化体验地秦街
村，品美食、赏民俗、漫步古官道、探
秘明代官窑遗址，感受清新自然的田
园风光。走进中国传统古村落赵庄
村，看石屋、石桌，走石板路，体验农
耕文化，品味“赵庄味道”；徜徉青山
绿水间，徒步穿越地谷岭、朝歌寨，感
受户外登山的无限乐趣。美丽乡村
油城村，宛若美丽的画、梦中的景呈
现在人们面前……

淇县全域皆美景,五一假期等您
来。快约上亲朋好友，到淇县感受浓
浓春意吧。 （张小燕 吴嘉鹏）

全域淇县皆美景 等您“五一”来畅游

西峡八条精品线 折服八方旅行商

花海似仙境 畅游老君山 百合薰衣草竞艳 嵖岈山喜迎游客

“五一”期间，鸾凤和鸣的大型鲜
花造型喜迎宾朋，以“仙境花海·逐梦
圣山”为主题的老君山仙山花海节将
让你的假期更加美妙。活动截至5月
31日。

据悉，在景区中天门广场，百万盆
鲜花精心打造出鸾鸟和凤凰的造型，
彩色的羽尾铺地形成大片花海，十分
壮观。此外，老君山还增加了打卡拍
照地,“紫云漫”长廊大片紫藤花海肆
意绽放，微风吹拂，似一条流动的紫色
瀑布。景区精心打造“花神宝座”和

“月亮吊椅”，花藤缠绕，枝蔓相依，置
身其中，好似身处花海仙境。

在老君山景区，规模宏大的金顶
庙宇群落、奇特的花岗岩峰林奇观、一
万多米的环山水平悬空栈道叫人赞叹
不已，云海、神光、日出等令人称奇。

（周向毅）

近日，驻马店遂平县嵖岈山 300
余亩薰衣草与 1200亩七彩百合即将
同园开放，喜迎游客。

温泉小镇七彩百合园，种植荷兰
香水百合、东方百合、亚洲百合共三大
类 69个品种，1000多万棵。有红妆、
红色柯里、索尔邦、黄色宝石、印度夏
日等各类名贵品种。

百合花语是纯洁、心心相印、永远

的爱。百合因此被誉为纯洁的爱情之
花，象征圣洁繁荣，又具有百年好合、
伟大爱情之涵义。薰衣草花语是等待
爱情，只要用力呼吸，就能看见奇迹。
百合与薰衣草同园开放，等待着心心
相印的人来访。

趁着春光正好，去驻马店遂平赏
花吧。

(刘春香)

最嗨的活动尽在全域济源。
“五一”前夕，济源市各大景区推出一系列

特色活动，等您畅游愚公故里、传奇济源。

一、2019王屋山旅游文化节

时间：6月～8月
“一起嗨”国际大学生登山节+“山海幻境”

光影乐园穿越季
咨询电话：0391-6733358
1.中华愚公村·愚公移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里包括列子小道、愚公颂词墙、愚公村

遗址、铁卷墙、觉悟苑、新时代广场、VR体验中
心等情景场区，开设系统、丰富的多元化教育
课程，配备高质量的教授级师资团队，可同时
满足 1000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及实践活动。
同时，这里配套建设丛林餐厅、蜂巢旅馆，可满
足300人的生活住宿需求。

2.中华愚公村·王屋老街
一座座明清风格的老宅，石径古巷、青砖

瓦房，延续了古时怀庆府地区的民俗传统文
化。5月底，中国首个沉浸式神话光影乐园“山
海幻境”灯光秀将重磅推出。届时，游客走进

光影梦幻的王屋老街，仿佛穿越上古山林，开
启山海幻境。

3.中华愚公村·精品民宿
高端精品民宿280间，配套建设中医药养

生馆，为游客提供药膳、理疗、中医SPA、中药温

泉浴、推拿按摩、针灸等中医药休闲康养服务。
4.那些年小镇·老兵工酒店
一期网红老兵工酒店配套有茶室、洞穴酒

吧和咖啡厅等休闲场所，独具“三线”气息的斑
驳墙体、饱经岁月洗礼的锅炉烟囱、子弹箱隔

断墙、摆放别致的老物件，处处都是军工元素，
满满的都是那些年的味道。二期酒店将于 5
月初开始运营，包括 75间客房、两个会议室、
服务中心、千人大礼堂、幸福大食堂……必将
成为河南北部的一处文化地标。

二、“中原看海地”小浪底

时间：5月
第38届“爱鸟周”+中华母亲节
咨询电话：0391-6035136

三、“中国猴山”山水太行猕猴文化节

时间：5月～8月
第二届猴王争霸赛+百果盛宴狂欢趴
咨询电话：0391-6751588

四、2019中国女娲文化旅游节

时间：5月～8月
《愚公故里·传奇济源》微电影拍摄+“穿

越·重生”万人泼水狂欢节
咨询电话：0391-6618133

五、“皇家山水”黄河三峡

网红打卡地“365 米的玻璃吊桥”是中原
地区唯一横跨黄河的玻璃桥，游客走在桥上可
将黄河三峡美景尽收眼底。

咨询电话：0391-6678888

从春玩到夏从春玩到夏
济源乐不停济源乐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