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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渡沟，品尝“最乡村”美食

□本报记者 胡巨成 张莉娜

从家出发，去看更大的世界！
5月 10日，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在信阳启

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文旅行业大咖、文旅达人齐聚河
南，共话文旅融合发展，共商文旅创作模式，邂逅“老
家河南”的诗与远方。

在全媒体时代，“老家河南”把握时代大势，顺应时
代潮流，用现代传播手段让文化更有活力、旅游更有魅
力，让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指尖传递、在网络流传。

文旅融合释放发展新动能

文旅融合如何释放更多发展新动能？汇聚文旅
创作人智慧的能量球启动，文旅行业大咖围绕“从家
出发,去看更大的世界”这一主题，共话发展趋势。

著名作曲家程池说，此次大会将为中国文旅业态
注入强大的创作动力，让优秀的文旅作品通过优秀的
平台传播得更广。中山大学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
梁增贤表示，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契机下，文化 IP将助
力河南文旅产业发展。

“老家河南”微笑着向世界招手。“全球文旅创作
者沙龙”“T 引擎——2019 巨量引擎文旅行业分享
会”等相继启幕。

“多彩中原、诗画信阳。借助全球文旅创作者的
巅峰盛会，走进、掀起、打开、凝望，看红看绿看蓝天，
有诗有梦有远方。”信阳市市长尚朝阳向八方宾朋发
出诚挚邀约。

旅游达人“扎堆儿”打卡河南

“侣行”夫妇、“冒险雷探长”、小小莎老师、幻想
家……这些旅游达人“扎堆儿”来河南了！5月10日，

“全球文旅共创计划”正式启动，一场“从家出发”的旅
行启程了。

记者获悉，5月至 10月为大会的共创阶段，国内
外数千位文旅创作者及MCN创作机构、平台用户等
深入济源、淅川、南召、鲁山、栾川、嵩县、卢氏、博爱、
辉县、林州十大分会场，从“山水风景”“豫味美食”“非
遗传承”“民俗风采”等八大角度，带动本地创作者、自
媒体等共同创作，并于10月举办颁奖仪式。

旅游是文化传播和融合的最好方式。大会将从
“老家河南”出发，通过创作把壮美山水和动人故事传
递给世界，让河南与世界紧密相连。

150项文旅活动嗨翻暑假

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举行期间，河南有哪些
非常嗨的活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重

点推介了黄河丝路游、中原古都游、中国功夫体验游、
中原山水游4条精品线路，分享暑期“老家河南”的新
玩法。

5月至10月，河南将在“三山”地区开展“暑期·快
乐老家嗨起来”活动，大别山的信阳市，伏牛山的南
阳、驻马店、平顶山、三门峡、洛阳市，太行山的焦作、
济源、新乡、鹤壁、安阳市将陆续推出150余项特色活
动，涵盖研学、避暑、漂流、美食、运动、音乐节、极限挑
战等系列旅游产品。

前沿科技炫酷文创大会

在信阳百花会展中心广场，三大“半球状”的白色
展馆伫立，似天外来物，裹带着时代气息。

科技感、现代感十足的三大展示场馆映照了“从
家出发，去看更大的世界”的主题。在“探索发现号”，
抖音、西瓜视频、图虫、今日头条等产品和功能让人
眼花缭乱。“聚力引擎号”设置了表情美术馆、假装去
旅行等造型设计，通过人体感应、人脸识别、绿幕抠
图、大屏显示等科技手段与嘉宾互动。“万有引力号”
重在达人表演环节，观众参与现场拍摄抖音短视频趣
味十足……

“我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只为今生与你邂逅！”从
“老家河南”出发，这里的“诗和远方”定不负您的期待！

邂逅“老家河南” 遇见“诗和远方”
——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在信阳启动

妙趣横生的乡村美食，唇齿留
香的乡土大餐，诗情画意的山水风
光……5 月 11 日，伴随着万人欢呼
声、喝彩声，一场美食与文化的饕餮
盛宴跃入眼帘——河南栾川重渡沟
第四届乡村美食节开幕啦。

吃的是家乡味，做的是原生态。
在本届美食节上，第一道大餐“豆腐
宴”成了“最乡村”的美食狂欢。数万
游人同食豆腐宴，杂技、歌舞齐上阵，
把本次活动推向高潮。

在活动现场，10 口大锅整齐排
放，10名“豆腐西施”端着热腾腾的
豆腐漫步现场，风景美不胜收。吃豆
腐大赛开始了，随着主持人一声令
下，参赛选手一个个狼吞虎咽，可爱
的吃相让人捧腹大笑。

今年美食节恰逢母亲节，借助美
食节活动，一场别开生面的“母亲节，
我为母亲做碗面”活动开启。耳边响
起《世上只有妈妈好》《当你老了》《家
和万事兴》等动人歌曲,震撼每个人
的心灵，100名好媳妇现场为婆婆做
寿面，场景感人。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业的蓬勃
发展，重渡沟风景区不断创新服务理
念及营销方式，从 2016年开始举办
了乡村美食节。据重渡沟总经理刘
海峰介绍，本届美食节更加注重展示

民风民俗、山乡野趣，活动将美食文
化、游客休闲文化以及乡土文化等有
机结合，让八方游客在美食中了解栾
川乡土人情，助推着重渡沟乡村旅游
跨越发展、品牌形象急剧提升。

据悉，本届美食节持续到 6月 2
日，在这期间，周周有活动，主题各不
同。周六到重渡沟的游客不仅能观
赏到绝美的山水田园风光，更能免费
品尝到极具特色的地方美食。本周
六，万人生态竹子宴重磅来袭。接下
来，还将分别推出以粉条宴、五谷丰
登宴为主题的美食活动。 （杨建兵）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
亲……”4月30日，鹤壁市“军民鱼水
情”双拥书画作品展在鹤壁市博物馆
开展。本次展览由鹤壁市“六城联
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鹤壁市全
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指挥部办公室、鹤
壁市文联主办，鹤壁市文广旅局协
办，所展出的80幅书法绘画作品，主
题鲜明、各有特色，充分展示了鹤壁
人民群众对党、对祖国、对军队的无
限热爱。

这是鹤壁市文广旅局积极开展

双拥工作的一个缩影。该局充分发
挥职能优势，组织“红色文艺轻骑兵”
到老年公寓、村（社区）、军休中心等
基层进行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宣传双拥工作；在各旅游景区开辟
军人绿色通道，对现役军人实行免票
等政策，并增添了残疾退役军人参观
和旅游设备。

接下来，该局将开展以“六城联
创”为主题的红歌比赛、专题文艺演
出等活动，全力推进“六城联创”，助
力建设高质量富美鹤城。 （王现华）

五月初夏，郑州的市花月季迎来
了盛花期。此时的绿博园内繁花似
锦，上万株月季竞相绽放，丰富的花
型、优美的花姿、缤纷的色彩，令观赏
游客目不暇接。

据了解，园区的月季主要分布在
月季展园、郑州园、上海园、东门北侧
外环路沿线等。步入月季展区，满眼
的月季花儿，绚丽多彩，姿色多样，看
得人目不暇接。

绿博园内，除了现代月季、丰花月
季、藤本月季、微型月季、地被月季等种

类之外，景区还引进种植了大量的树
状月季，在视觉效果上令人耳目一新，
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 （刘瑞）

大美淇县，笑迎客来。5月 19日是中国旅游日，淇
县各景区和乡村旅游点推出多项惠民政策，等您来玩。

5月 19日出生的游客，中国旅游日当天凭本人身
份证可免费游览云梦山、古灵山景区。关注云梦山、古
灵山风景区官方微信并转发景区5·19活动至朋友圈，
可在 5月 19日当天半价游览景区，同时享受云梦山高
山滑草项目买一送一的优惠。5月 19日，朝阳山、摘星
台景区将对全国游客免费开放。

此外，您还可以徜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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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走进中国传统古村落
赵庄村，看石屋石桌石板路，体验农耕文化，漫步特色
小吃街，徜徉青山绿水间，徒步穿越地谷岭、朝歌寨，享
受户外登山的无限乐趣。到凉水泉体验高端民宿，品
味风情木屋、牛棚咖啡。

旅游让生活更幸福，淇县让旅游更精彩。（吴鹏嘉）

5月 11日，“第六届函谷论道·穿
越千年函谷关”活动在灵宝市函谷关
景区举行，来自河南、陕西、山西等省
内外 100多位自驾车友们穿越千古
函谷关，感悟历史沧桑。据悉，这是
第二十五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
专题活动之一。

据悉，灵宝市与自驾车旅游联盟
合作开展了“千车万人游灵宝”活
动，当天到达灵宝的自驾游客见证了

“灵宝市自驾车主卡”首发式。
巍巍函谷关已经成为中华传统

文化的载体和代表符号，也是黄河文
化旅游精品线路上一颗璀璨的明
珠。活动当天，游客徒步穿越函谷古
道，亲身体验沉浸式实景节目《桃林
大战》。景区也推出《玄宗祭祖大典》
《缉拿盗贼》《老子著书铜人秀》及游
客穿汉服穿越、外国舞蹈表演等丰富
活动。 （刘国立）

5月12日，在国家太行山猕猴自然保护区——河南济源五龙口，数百只猕猴享用着一场水果大
餐。据悉，“猕猴王国”五龙口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准备好水果大餐，为猴宝宝补充营养。目前这里的
猕猴已经发展至16群3000多只。 （晋世超 摄）

5 月 7 日，“2019 贵州省安顺市
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开封举行。推
介会上，安顺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推
出了“十全十美 安顺生活”10条精
品旅游线路，包含黄果树、龙宫、屯
堡、格凸河等景点的“安顺最美喀斯
特自然之旅”,天龙屯堡、云峰屯堡、
山里江南、旧州古镇、《大明屯堡》演
出等旅游点的“屯堡文化体验之旅”，

及安顺乡村休闲、美食品鉴、城市体
验等。同时，发布针对河南游客的优
惠信息，今年5月中旬至7月 15日期
间，到贵州旅游的河南游客，凭身份
证明可以享受贵州省内所有收费景
区门票五折优惠;100人以上赴贵州
旅游包机，每架次奖励 3 万元；300
人以上赴黔旅游专列，每车次奖励 5
万元。 （史名一）

□朱天玉

“黄河神仙湾的手工体验加上龙潭大峡谷的山
水游，构成了一条完美的研学旅游线路，我们新安之
行的档期已经排到了6月上旬。”5月 12日，在新安县
黄河神仙湾景区，来自西安的导游刘芳正在引导她的
研学游团队进入景区。

旅游+研学，开启新安旅游新篇章。“旅游+模式”
也成为新安旅游新的抓手。

“旅游+文化”让乡村火起来

4月份，随着黄河神仙湾景区一期“大河风云”项
目进入收尾阶段、寺坡山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区项目竣
工，以及豫西民俗体验地——石井老街招商工作取得
重大进展，作为新安县旅游特色镇的石井镇旅游业态
进一步丰富。

近年，新安立足文化和自然优势，成功打造出汉
函谷关世界文化遗产和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叫响了

“丝路汉关，山水新安”旅游品牌。为推动乡村游健康
发展，该县以磁五仓自行车骑行专线和樱桃谷旅游资

源为依托，打造了“新安樱桃谷·洛阳西线游”品牌。
新安围绕山谷多的实际，打造特色沟域和沟域景观，
培育了 8个市、县级沟域经济示范区。目前，该县形
成了南部文化、中部农旅融合、北部山水的旅游新格
局。去年，全县接待游客 108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25.4亿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10.7%、12.3%。

“旅游+农业”让乡村富起来

新安县“磁五仓”公路因贯穿磁涧、五头、仓头三镇
而得名。新安的樱桃栽培历史有3000多年，集中分布
在“磁五仓”公路沿线的樱桃面积有4万多亩，这里为
豫西地区最大的樱桃基地，对外统称新安樱桃谷。
2017年，樱桃谷被确定为洛阳市沟域经济示范区。

新安樱桃谷作为洛阳西乡村旅游的新亮点，道路
沿线墙体 3D艺术画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近年，该县通过举办“樱桃节”“骑行
赛”等节会活动，叫响了“新安樱桃谷，洛阳西线游”品
牌。在当地人眼中，“磁五仓”公路不仅是致富路，也
是一条文化路、观光路、健身路。

每年 5月，外地采购商将车直接开进果园，每亩

樱桃可为群众带来收益 1万多元。该县还依托传统
的樱桃产业培育了省级农业科技园区，成立了农业专
业合作社，发展特色采摘园50余个。

除了樱桃基地，该县还成功打造出了软籽石榴、
油用牡丹、中药材、蔬菜、养种一体化循环农业、蜗牛
养殖等产业基地。

“旅游+产业”让乡村强起来

新安县制砚史超过 2200 年，澄泥砚与端砚、歙
砚、洮砚一起并称中国四大名砚。经过不断挖掘创
新，新安澄泥砚品种达几十个，该县获得了“中国澄泥
砚之乡”的美誉。如今，澄泥砚已成为融实用、观赏、
收藏、馈赠于一体的高档艺术珍品,看似普通的泥巴，
在新安人手中则升值百倍。

新安还有着悠久的制陶史，“古陶村”甘泉村
2016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如今古窑村
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规划面积 6.37 平方公
里，总投资 4.36亿元，以古窑、民居、古道及制陶工艺
为载体，通力打造中原古村落文化遗址旅游胜地和千
年陶瓷古窑文化体验旅游区。

新安：“旅游+”带动百业兴

在绿博园，欣赏万株月季竞芬芳

来灵宝，穿越千年函谷关

走鹤壁，文旅融合助“双拥”

去贵州安顺，体验“十全十美”精品线

中国旅游日，到淇县放飞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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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县税务局扎实开展“廉政教育月”活动

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为认真贯彻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郑州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采取多种措施，进一
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一是强化学习教育，筑牢思想根基。采取会议
集体学、个人自学等方式，加强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四
个自信”，增强纪律和规矩意识，提高政治能力。二是强化日常监管，
织密制度笼子。严肃作风纪律，强化对工作人员的制度化管理，结合
街道工作实际，制定督查制度补充规定，并定期不定期进行督查监
督。三是强化工作创新，增强组织活力。结合实际，因地制宜，不断创
新廉政教育工作开展方式，积极创造“你学我赶争上游”学习模式，大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张莉萍）

为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促使广大税务干部自觉做到清正廉
洁、履职尽责，新乡县税务局把廉政教育纳入党委思想政治建设总
体部署，贯穿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各个环节，坚持注重
实效，贴近教育对象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寓教于理、寓教于思，使廉
政教育入情入理、入脑入心。一是持续强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
实。组织人员学习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工
作规则》（试行），严查减税降费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违规
违纪问题。二是持续加强党规党纪学习。通过召开中心组学习会
议、举办专题辅导讲座等，开展学习研读活动，督促全体党员自觉做
到执行纪律无条件、遵守规矩不含糊、守住底线不逾越。三是持续
强化廉政警示教育。开展以“弘扬红色精神，保持清廉本色”为主题
的廉政教育活动，组织人员到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参观学习，提高
同志们廉洁从政的认识，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四是持
续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以崇尚、倡导廉政文化宣传为内容，以开展
各种廉政文化活动为载体，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用诗歌、书法、摄影、
唱红歌等形式，增强税务干部的职业认同、行业认同、价值认同，努
力使廉政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张静）

为充分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一小多次召开
大课间专项会议，一同探讨大课间课程的整体实施
与完善，最终确定了以田径基础练习跑跳投为出发

点，创编以田径为主元素的阳光大课间活动。该活
动激发广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升体质健康
水平、享受学校文化成果，受到了观摩团成员和各
位家长代表的高度赞扬与肯定。 （沙俐 楚书勤）

为进一步增强全镇党员干部廉政意识、纪律
意识，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打通反腐倡廉最后
一公里问题，5月 6日，中牟县雁鸣湖镇召开“廉
洁教育村村行”警示教育会。全体领导班子成
员、各村和基层站所负责人、廉情监督员、镇纪委
等同志参加会议，会议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梁

全峰主持。会上，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
片《贪腐换不来幸福》，镇人大主席宣读了《关于
在全镇开展“廉洁教育村村行”活动的实施方案》
的通知。镇纪委书记通报了两起违规案例以及
相应的处分决定。镇党委书记就如何进一步加
强党风廉政教育工作对全体人员提出了具体要
求。 （张沛 孙玥）

今年以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农
场强化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
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以党建引领推
动履职水平新提升。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
持依法履职。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依法

执政、诚信行政、令出必行，全面提升政府依法履
职的能力。敢于担当作为。坚持党员领导干部

“带着干、教着干、盯着干”，大力推行“马上就办”，
推进工作落实落细，持续推进机关效能建设。严
守纪律规矩。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从严
从实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以
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 （卢聪）

滑县纪委监察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三个一”不断探索、创
新监督机制，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一部教育片，强化警示教育。组织全县民营企业家代表观看警
示教育片，通过有关涉案人员现身说法，道出政商关系扭曲造成的严
重危害，进行现场警示教育。一份倡议书，明确责任担当。向全县民
营企业家发出倡议书，号召大家要守住底线、把握分寸，正确处理政商
关系，做到“亲”而有度，“清”而有戒。一纸承诺书，规范交往行为。举
行全县民营企业家构建新型亲清政商关系承诺签名仪式，对民营企业
公司“画红线、定标准”，给政商交往提供了一张“明白纸”，让政商关系
更加坦荡，合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史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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