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山有水有精神的河南，红色资源丰富。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10 个，

“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均发源于河南。围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战略定位，凸显红色之旅的政治功能、教育功能、富民功能，河南努力打造

以信阳大别山、桐柏山等为核心的红色圣地游，以焦裕禄纪念园、红旗渠等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游。力争让红色之旅成为净化灵魂、汇聚正能量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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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都文化游

◎商都郑州：黄帝故里、城隍庙、文庙
◎十三朝古都洛阳：龙门石窟、定鼎门、

天堂明堂、应天门、白马寺、丽景门
◎八朝古都开封：开封府、天波杨府、铁

塔公园、宋都御街、清明上河园
◎殷商古都安阳：岳飞庙、羑里城、文峰塔
◎许昌曹丞相府、春秋楼

2.功夫体验游

◎少林功夫：郑州少林寺景区、嵩山少
林武术馆、塔沟武校

◎太极拳：焦作温县陈家沟风景区
◎杂技：濮阳国际杂技文化产业园、濮

阳杂技艺术学校、《水秀》

3.文化遗产游

◎五大世界文化遗产：郑州“天地之中”
历史建筑群、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隋唐
大运河-河南段、丝绸之路河南段

非遗民俗体验：
◎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郑州市

博物馆、河南戏曲声音博物馆
◎登封观星台、登封窑陶瓷博物馆
◎新郑好想你红枣博览园、黄帝故里景区
◎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展示馆(开封

市博物馆)、朱仙镇尹氏老天成木版年画传
习所、汴绣展示馆、汴京灯笼张彩灯展示馆、
七盛角非遗体验馆

◎洛邑古城园区：河洛大鼓剧场表演以
及唐三彩、汝阳刘毛笔、孟津剪纸、皮雕等非
遗项目的互动体验

◎禹州神垕镇、禹州钧瓷窑炉博物馆、
中国钧瓷文化园、金鼎钧瓷烧制技艺展示馆
的展示及互动体验项目

◎中国汝瓷博物馆、汝瓷小镇大师传承
基地、汝州汝瓷烧制技艺传习所的展示及互
动体验项目

◎三门峡窑洞营造技艺、地坑院民俗表演
◎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综

合馆展示及互动体验、淮阳泥泥狗陈列馆
◎焦作：温县太极拳博物馆、陈家沟太

极拳学校、温县和氏太极拳学院
◎鹤壁：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朝歌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的展示和互
动体验、浚县学海泥塑艺术工作室的展示和
体验

◎濮阳中原杂技博物馆、杂技小院、民
俗杂技大剧场、水秀表演

◎安阳滑县民俗博物馆、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道口古镇的道口烧鸡、秦
氏绢艺、滑县木版年画

◎平顶山中华曲艺展示馆
◎南阳内乡县衙、中国宛梆戏剧艺术博

物馆
◎信阳浉河区茶博物馆、罗山皮影戏

4.博物馆寻宝游

◎河南博物院、郑州博物馆、郑韩故城、
郑国车马坑

◎洛阳博物馆、洛阳周王城天子驾六博
物馆、隋唐遗址公园

◎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虢国博物馆、仰韶文化博物馆、渑池

县博物馆

5.中华探源游

◎郑州商城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址、黄
帝故里

◎洛阳隋唐遗址
◎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华第一龙）
◎三门峡仰韶文化遗址
◎漯河贾湖遗址
◎洛阳二里头文化遗址
◎安阳殷墟

6.书香中原游

◎豫图趣缘读书会
地点：河南省图书馆文创中心展厅
时间：每周五18:30—20:30
◎“我和我的祖国”少儿朗诵活动
地点：省少儿图书馆、市县图书馆
时间：6月—10月
◎“书香·慢时光”图书馆假日活动
内容：“河南省少年儿童阅读年”、大家

讲堂、少儿书香节、童梦剧场、童悦电台、阅
读·趣体验等十三大类少儿品牌活动

地点：河南省少儿图书馆
时间：周末、节日、寒暑假
◎“一书一世界”读书会“悦”书房系

列——讲给孩子们的大中原文化故事
内容：红色记忆
时间：2019年 5月 19日 10:00
内容:出彩中原
时间：2019年 6月 16日 10:00
地点: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7.国学体验游

◎中原大讲堂·豫图讲坛
时间：每周日上午9:30
地点：河南省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系列公益

讲座（省图书馆一楼学术报告厅）
主题：高端智慧 兵家至宝——品读《孙子》
时间：5月12日上午9:30
主题：民之质矣 日用饮食——品读《诗经》
时间：5月19日上午9:30
主题：道法自然 天长地久——品读《道

德经》
时间：5月26日上午9:30
主题：明君治道 稽在远古——品读

《尚书》
时间：6月2日上午9:30
主题：生命“无”境 逍遥美悟——品读

《庄子》
时间：6月16日上午9:30
主题：治世之道 经管之法——品读《管子》
时间：6月23日上午9:30
主题：史家绝唱 无韵离骚——品读

《史记》
时间：6月30日上午9:30
主题：仁政爱民 德治天下——品读《孟子》
时间：7月7日上午9:30
◎河南博物院镇院之宝系列之猫头鹰

的秘密——妇好鸮尊
时间：2019年 5月 11日 周六 10:00
地点：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会阅读的孩子有力量
时间：2019年 5月 25日 周六 10:00
地点：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陪伴·记录
时间：2019年 6月 1日 周六 10:00
地点：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创意手作
时间：2019年 6月 1日 周六 10:00
地点：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主讲：安·莫顿（美国）
◎《三十六声枪响》新书分享会
时间：2019年 6月 15日 周六 10:00

地点：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诸子百家、文明之光、唐风宋韵、根脉

文化四大主题中原国学讲坛
时间：每周六下午3:00（节假日除外）
地点：河南博物院西配楼多功能厅

8.文化展演游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地点：嵩山少林景区
◎大宋东京梦华
地点：开封清明上河园
◎古籍保护与展示
展览内容：“中华再造善本——宋本经

部”展览
时间：常年展览
地点：河南省图书馆五楼古籍阅览室
◎“绘美家乡”儿童画暨专题图书巡展

进景区（试点）活动
地点：试点景区
时间：7月-10月
◎“多彩中原”——河南文化精品展
地点：河南省文化馆展厅
时间：周一除外
◎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明瑰宝展
地点：河南博物院
时间：常设展
◎汉字——中国文字展
地点：河南博物院
时间：常设展
◎华夏和韵——中原音乐文物瑰宝展
地点：漯河市
时间：2019年 1月 11日—5月7日
◎山川精英 人文灵蕴——中原古代玉

器展
地点：驻马店市
时间：2019年 4月 16日—5月16日
◎陶瓷艺术联展
时间:2019年 5月
地点: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最美亲子共读时光——“陪伴·记录”

主题作品展览
时间:2019 年 6月—8月
地点: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华夏古乐
时间：每周六、周日 11：00—16:00（外

出交流、研讨时间除外）
地点：河南博物院
形式内容：从史前到宋代，乐、舞、唱、演

综合一体的惠民古乐复原演出
◎话剧《红旗渠》《焦裕禄》
主体：河南省话剧艺术中心
活动：预计5月至8月配合“高雅艺术进

校园”“中原文化大舞台”等公益活动在省内
演出30场左右

1.革命红色圣地游

◎信阳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大别
山干部学院、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何
家冲、许世友将军故里、郑维山将军故里、金刚
台红军洞群、王震旧居、邓颖超祖居、南阳叶家
大庄桐柏英雄纪念馆、三门峡渑池八路军兵站
等

◎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杨靖宇烈士纪念
馆、南阳彭雪枫纪念馆、扶沟县吉鸿昌将军故
里等

◎清丰县单拐冀鲁豫军区旧址、台前县刘

邓大军强渡黄河纪念地、正阳雷岗激战纪念地
等

2.焦裕禄时代精神游

◎开封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焦裕禄纪念
馆、焦桐、黄河东坝头、张庄村

3.愚公移山民族信念游

◎济源愚公移山干部学院、愚公村史馆

4.红旗渠研学教育游

◎安阳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纪念馆、
红旗渠“人工天河”、青年洞

1.太行山水探险游

◎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
◎南太行·万仙山—回龙天界山—九连山—

关山—八里沟—秋沟、宝泉旅游度假区、轿顶山
◎太行大峡谷、红旗渠
◎云梦山、大伾山
◎王屋山、五龙口

2.伏牛山水生态游

◎洛阳白云山、老君山、黛眉山、养子沟、
鸡冠洞、蝴蝶谷、龙潭大峡谷、木札岭、重渡沟、
龙峪湾、神灵寨

◎南阳老界岭、恐龙遗迹园、宝天曼、五朵
山、淅川丹江湖旅游区、七十二潭

◎平顶山尧山
◎驻马店嵖岈山、老乐山
◎三门峡豫西大峡谷、仰韶大峡谷、黄河

丹峡

3.大别山水休闲游

◎信阳鸡公山、南湾湖、灵山、鸡公山桃花
寨、波尔登森林公园、大苏山森林公园、黄柏山
森林公园、西九华山、香山湖、大别山露营公
园、五曲峡森林公园

4.地质公园科普游

◎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焦作市地
质博物馆

◎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郑州黄河国
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王屋山—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黛眉山
博物馆、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白云山地质博物
馆、洛宁神灵寨地质公园博物馆、汝阳恐龙地
质公园博物馆、宜阳花果山地质公园博物馆

◎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邓州杏山
省级地质公园博物馆

◎河南小秦岭国家地质公园
◎关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嵖岈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尧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汝州大鸿寨

省级地质公园博物馆
◎红旗渠·林虑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

林州万宝山地质公园博物馆
◎金刚台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新县大别山

地质公园博物馆、西九华山省级地质公园博物馆
◎商丘永城芒砀山地质公园博物馆
◎周口淮阳龙湖省级地质公园博物馆
◎许昌禹州华夏植物群省级地质公园博物馆
◎新乡凤凰山国家矿山公园博物馆

1.都市风光游

◎郑州航空港、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东
站、新郑机场、郑东新区 CBD 商业圈、千玺广
场、河南艺术中心、河南国际会展中心、中原福
塔、郑州科技馆、郑州文化宫、郑州绿地公园、
郑州龙湖、郑州园博园、郑州绿博园、开封城市
会客厅、开封市规划展示馆

2.工业研学游

◎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好想你红
枣小镇工业园

◎洛阳中国一拖、杜康酒厂、华润电力首
阳山工业游景区

◎新乡大信“魔数屋”工业旅游景区、娃哈
哈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焦作蒙牛乳业工业旅游区
◎鹤壁国立光电旅游园区
◎漯河双汇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许昌森源集团工业旅游基地
◎南阳河南油田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信阳文新茶村

3.寻味美食游

◎郑州烩面、黄河大鲤鱼、胡辣汤

◎洛阳水席、牛肉汤
◎开封小笼包、开封夜市
◎安阳道口烧鸡
◎鹤壁浚县石子馍、淇河鲫鱼
◎许昌羊肉汤、豆腐宴
◎商丘饣它（sha）汤
◎焦作温县铁棍山药

4.美丽乡村游

◎信阳郝堂村、新集村、丁李湾、田铺大
湾、新县耕读小镇、猪山圈生态旅游景区

◎洛阳重渡沟村、栾川庄子山村田园综合
体、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孟津魏家坡古民居

◎开封兰考固阳镇
◎新乡辉县张村
◎鹤壁王家辿村、施家沟村、石林村、赵庄村
◎焦作修武县后雁门村、修武县陪嫁妆

村、博爱县小底村、博爱县于庄村、沁阳市盆窑
村、孟州市莫沟村、陈家沟村

◎济源五里桥村
◎平顶山鲁山县东竹园村
◎漯河南街村、龙城镇孔沈邓村、郾城裴城

镇裴城村、贾湖民俗文化村、沙河国家湿地公园
◎三门峡卢氏豫西百草园、陕州地坑院
◎南阳西峡县、淅川县

（一）览文化胜迹

（二)赏中原山水

有了文化支撑，高品质旅游在河南，就是日常。先不说能感受四大古都、五大世界文化遗产等中华文明，也不说能

领略神奇的中华武术、饱览各大博物院的宝贝、图书馆丰富的讲座与节目，单就说琳琅满目的剪纸、刺绣、泥塑、皮影、

木版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钧瓷汝瓷等手工体验，就够让人开心的了。长知识，增见识，惊艳老家河南岁月之

美，感受中华文化自信，河南处处散发着独特的人文气息。

(三)观城乡新貌

（四）传红色基因

河南的山，有山的灵魂。中岳嵩山，拔地而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地

质公园。逶迤连绵八百里的伏牛山系，物华天宝，是中原的“聚宝盆”。峰峦叠翠的

太行山系飞瀑流泉，如同百里“山水画廊”。山明水秀的大别山—桐柏山系，素有“北

国江南”的美誉。镶嵌其中的云台山、太行大峡谷、万仙山、鸡公山、宝泉、嵖岈山、尧

山等都是著名的景区景点。黄河、小浪底、南湾湖等大河秀水，别有风情。

春华秋实，沧桑巨变，壮丽 70 年，老家河南城乡巨变，都市乡村处处欣欣向荣。

如今，“四条丝路”联通全球，以郑州为中心的全国“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正在逐步形

成。都市街头活力无限，林立高耸的楼宇，大型购物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绿水环

绕的城市公园，热闹非凡的文艺演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幸福感。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引导下，老家河南美丽乡村“颜值”靓起来，蓝天、碧水、净土，一个个容貌整洁、环

境舒适优美的美丽乡村呈现在人们眼前。全域旅游的时代背景下，城里乡下，处处

是景点，风景美无边。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旅游
市场又将迎来一轮出游高峰，省
文化和旅游厅向广大游客温馨提
示：要合理安排出行方式、时时注
意旅游安全、处处不忘文明旅
游。全国旅游服务热线：12301，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投诉电
话：0371-65508110。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发布五一出游提醒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旅游遛娃、夜游、逛吃、泡书店、看非遗
民俗……无论您选择哪种假日打开方式，来
到河南，都能嗨到酸爽！五一在即，河南省
文化和旅游厅隆重推出四个板块、20条线路
的“出彩中原·老家河南”系列文旅产品，面
向全球吸客。

据介绍，这次发布的系列文旅产品以
“出彩中原·老家河南”为主题，从“文化传
承、红色基因、中原山水、城乡变化”四个板
块梳理出 20条线路，其中文化胜迹 8条、城
乡新貌4条、红色基因4条、中原山水4条。

记者发现，一次性集中推出 8条文化胜

迹线路，是此次文旅产品的主要特色。博物
院、图书馆内的很多免费展览、讲座等公共
文化产品，变成了让更多游客可以参与的旅
游产品，是最大亮点。

2019是文旅融合元年，河南又是文化大
省，为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文旅融合的
重要精神、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文旅发展的系
列要求，河南一直在努力用文化提升旅游品
位，用旅游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在刚刚过去的 2019年春
节，河南文旅融合之后的首次共同亮相就展现
出全新魅力。省文化和旅游厅及时推出“春满
中原 老家河南”系列产品及活动，收获颇丰。

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高

度推向另一个高度。省文化和旅游厅抓住五
一假期和暑期旅游旺季等重要时间节点，持
续扩大老家河南影响力。推出的这一份旅
游“清单”，几乎囊括了河南的文旅资源家
底。游山乐水、逛街购物、休闲度假，处处体
现出好吃、好玩、酷炫。既满足了大众对旅
游产品的需求，又凸显了公共文化的全覆
盖，利民惠民。传统的景区景点游之外，感
受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省城市乡村发生的
巨大变化，在红色景区缅怀历史，汲取正能
量，也都是深受游客关注和追捧的线路。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河南热诚欢迎中
外游客，充分感受老家河南、出彩河南的神
奇魅力。

五一来了,河南发布“出彩中原·老家河南”系列文旅产品

20 条精品线路等您畅游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