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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第五次旅游发展大
会国内主流媒体推介会在太原举行，
来自全国 18个省（市、区）的 65家主
流媒体参加推介会。

据悉，此次由山西省文旅厅和山
西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国内主
流媒体推介会，是不久前山西省第五
次旅游发展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目的是发挥国内主流媒体平台宣
介作用和全媒体平台优势，强势推介
国际知名、国内一流、山西特色的全
域旅游目的地，传播山西省构建全省
域旅游发展“331”新格局的全新理
念，为发展乡村旅游，全力打造富有
特色和魅力的文化旅游强省营造舆
论氛围。

推介会上，推介人用世界文化遗
产、宗教古建、长城博览、晋商文化、

黄河风情、太行山水等六个篇章，为
现场参会人员详细介绍了山西的自
然风光、人文历史、文化艺术，并通过
一张张精美的图片对山西三大旅游
板块进行深刻解读，展现了山西的晋
风古韵流光溢彩与便利通达文明好
客。此外，推介会现场还举行了“全
域旅游全媒体看三晋”采访活动授旗
仪式,主办单位相关领导为《河南日
报》、《大众日报》、中青网等媒体代表
授旗。活动期间，由全国65家主流媒
体组成的采访团对山西的世界文化
遗产以及自然景观、古镇古村、民俗
风情、生态农业等进行了全方位“零”
距离接触，并通过丰富的形式及融媒
体手段深度发掘山西文化旅游亮点，
展示山西文化旅游的新特色、新魅
力、新成就。 (本报记者)

5月 25日，2019中原文化与创新
发展论坛举行，各路精英相聚郑州，
共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论坛带来文
旅发展新方向。

本次论坛由郑州高新区管委会
与清华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研究中心、优清商学院联合举
办，清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徐林旗、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分别
以《清华的人文精神》《守望传统的价

值-中原文化解读》《中国经济转型及
前景》为题进行演讲，带来了一场文
化盛宴。

活动当天，优清商学院河南分院
启动，该院将在河南省开办河南省领
军人才培育工程，专门为高层管理人
员进行定制式学习，精选商学院最
优、最前瞻课程。届时，企业管理者
可聆听名师大家智慧，享有权威专家
一对一咨询辅导，还可用导师团智慧
解决问题，孵化式地让项目与资本

“结缘”，全面开启创新之门。（刘玮）

5 月 24 日至 26 日，中国·西峡
2019欧美国际职业篮球首站赛暨进
景区活动在西峡举行。

此次受邀参加三国对抗赛的球
队均为欧美知名强队。作为来自“篮
球王国”之称的美国篮球职业联队，
所有球员由效力于 NBA 发展联盟、
NCAA 以及世界各职业联赛等职业
队员组成。来自巴尔干半岛地区的
克罗地亚国家队配合默契、基本功扎
实。波黑国家队出色的球技显示出
过人的篮球智商，看似简单又极其诡
异的犀利突破，神奇的三分球，实力
不俗。

这次活动时间安排上是白天进
景区参观，晚上举行篮球赛。欧美国
际职业篮球队员先后走进恐龙遗迹
园、寺山、龙潭沟、老君洞、老界岭景
区，游览了白庙、简村乡村旅游示范
点，品味了仲景小镇美味小吃，每到
一处，队员与游客互动外，还登山、戏
水、攀岩、自拍，气氛热烈，对西峡各
个景区的营销推介起到了很好的推
动作用。

此次体育赛事的举办，将进一步
提升“老家河南 生态西峡”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为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朱天玉）

□本报记者 朱天玉
本报通讯员 廖涛 乔萌萌

5月 26日，国家 AAAA级旅游区
五朵山景区迎来了西安市的一个旅行
团，游客在观赏秀丽胜景的同时，争先
恐后地采购景区群众养殖的蜂蜜。住
在五朵山景区腹地的贫困户韩长发，
伴随着一拨拨络绎不绝的游客，依靠
养殖山峰迎来了好“钱途”。

现年56岁的四棵树乡大柳树村贫
困户韩长发，家庭 6口人，供给 3个孩
子上大学、高中，老母亲 80岁高龄，常
年寻医问药，妻子身体不太好，无法干
重活。因病因学致贫，家庭经济拮
据。韩长法原来养殖两箱中华蜂，缺
乏相关的养殖管理技术，养蜂收入
微薄。他计划扩大养殖规模，因没
有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空怀一腔致

富梦想。
五朵山旅游公司在对口帮扶的过

程中，了解到韩长发的家庭情况和发
展心愿后，免费向他发放 3只蜂箱，聘
请县养蜂技术人员现场对他进行培训
指导。同时，公司以高于市场价与他
签订了蜂蜜收购合同，彻底消除了他
的后顾之忧。2018 年年底，韩长发 5
箱蜂蜜喜获丰收，每箱平均收割 28斤
蜂糖，按照收购合同销售给南召县利
众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一年下来
老韩收入 11200元。“搭上五朵山旅游
公司旅游扶贫‘快车’，只要踏踏实实
把中华蜂养殖好，以后好日子像蜂蜜
一样甜。”韩长发激动地说。

五朵山是中华蜂的优良养殖区。
五朵山旅游开发公司建设中华野山蜂
养殖基地，注册了“五朵山土蜂蜜”品
牌，动员、扶持景区周边贫困户发展

“甜蜜产业”。根据群众蜂养殖技术需
要，公司聘请县内养蜂专家传授养蜂
技术，向有贫困户无偿发放蜂箱，带动
100户贫困户年均增收5000元。

南召县五朵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立足当地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种养
习惯，注册成立南召县利众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动员群众种植食用菌、
中药材，养殖蜂蜜、虫草鸡、水产品，编
制竹制工艺、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建成
食用菌种植基地、有机鱼类的水产养
殖基地和野山蜂养殖基地，统一收购
农副产品，统一注册商标，统一包装产
品，统一对外营销，打造五朵山农产品
品牌。目前，形成五朵山松林虫草蛋、
土蜂蜜、大柳树编织、九龙湖寒水生态
鱼等品牌。

2018 年 5 月，《南召县旅游扶贫
规划》评审会在郑州举行。依托突出

而特色鲜明的人文、历史、自然要素，
南召旅游扶贫擘画出发展新蓝图：按
照生态为本、景区为核、多元发展、共
同致富的理念，通过政府主导、旅游带
动、社会参与的发展战略，形成“景区
依附型”为主，以“特色乡村型、休闲农
业型、度假康养型”为辅的新型旅游扶
贫模式。

南召县以主体景区、乡村旅游示范
园区和乡镇乡村旅游示范点为抓手，以
五朵山景区和宝天曼景区为示范引领，
重点打造了以玉兰休闲观光为主的玉
兰生态观光园、国际玉兰花木城，以民
宿开发为特色的云阳镇铁佛寺石头村，
以碧桃采摘为特色的云阳镇唐庄村，以
根雕和盆景为特色的城郊乡前庄村，以
传统文化为特色的小店乡山底村等10
多个乡村旅游示范点，让贫困群众从旅
游扶贫中收获好“钱途”。

南召：“旅游扶贫”群众收获光明“钱途”

5 月 25 日，重渡沟再掀起美食狂
欢，重渡沟第四届乡村美食节系列活
动之“万人粉条宴”上演。在最长粉条
大挑战环节，粉条师傅制作了一根长
88米的粉条，让无数游客称赞不已。

当天下午，在景区中心区演艺广
场，重渡沟万人粉条宴如约而至。下
粉条的、煮粉汤的、添水加柴的，忙得
不亦乐乎。现场百张方桌整齐摆开，
凉拌粉条、肉蒸粉条、酸辣粉汤、肉丝
粉汤等菜肴依次上桌，万名游客吃得
津津有味。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艺广场的入
口处摆放着一个碗口直径约90厘米青
瓷大碗，碗里的五彩粉条成了新的“网
红”。这是栾川县退伍军人代兵兵的
拿手作品，他将菠菜、火龙果等新鲜的
果蔬的汁水倒入制作粉条的粉浆中，
让粉条有了五彩缤纷的色彩，好看又
好吃。

在活动现场，帅男组、靓妹组、情
侣组吃五彩粉条、酸辣粉大赛妙趣横

生，让游客乐得前俯后仰。
据悉，粉条是重渡沟的一道特色

美食，由当地村民纯手工制作，整个制
作过程从红薯的刨、洗、插、过到晒、
下、晒、装，缺一不可，粉条又是一道纯
自然的美食，整个制作过程不加任何
添加剂，吃起来清香爽口，是当地餐桌
上不可缺少的菜肴。

下个周末，本届乡村美食节第四
期活动万人共享五谷丰登宴如期举
办。届时，原汁原味的山村美味将送
到大家的餐桌上。 (杨建兵)

5 月 25日，“太极豆腐宴”在道教
圣地老君山开席，来自全国各地的数
千名游客及当地民众，齐聚老君山，共
享夏日清凉美食盛宴。

据悉，栾川豆腐作为当地知名特
色美食，以质地细腻嫩滑，口感筋道鲜
美而闻名，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每
年五月，老君山都会举办太极豆腐宴，
诚邀广大游客及民众前来感受特色美
食。

在今年的太极豆腐宴上，老君山
景区精心制作了小碗太极豆腐、豆渣
饼、豆浆等豆制品美食，受到了广大游
客的喜欢。

当晚，在一场古韵山水音乐节在
景区演艺广场精彩上演。《天宫舞曲》
舞姿美妙，太极表演精彩不断，古风歌
舞《知否知否》《一袖云》，古典乐器演
奏等，引来观众掌声阵阵。

国家 5A 级景区老君山是浩荡八
百里伏牛山的主峰，因道教始祖老子
归隐修炼于此而得名。夏季的老君山

绿意满眼，溪瀑成群，平均21℃的清凉
气温是游客清凉避暑度假的好地方。
游客可以登极顶，观红日喷涌、望云卷
云舒；临幽谷，仰飞流直下、听泉响瀑
鸣；置林海，嗅花海芳香、聆百鸟齐鸣。

(周向毅)

游客喜聚老君山 共享太极豆腐宴 重渡沟美食狂欢 88米粉条万人赞

欧美国际职业篮球首站赛激情开赛

国内主流媒体共赏“山西好风光”

旅游现场

中原文化与创新发展论坛在郑举办

5月 25日，400名元青花·洞藏年份酒
的高端消费者从泰国安全返航。7天的泰
国之旅，阅览多彩的异域文化，感受品牌倡
导的“洞藏柔”，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精心安
排的旅程得到了所有参与消费者的认同。

据悉，此次泰国之旅涵盖泰国大皇宫、
金佛寺、东芭乐园、七珍佛山、九世黄庙、黄
金屋、泰式风情园等十几个泰国著名景点，
带领客户全方位感受泰国水上集市文化、
佛教文化、象文化、建筑文化等丰富多彩的
文化内容，带领客户抛开繁琐的日常，感受
异域文明和沿途风光，丰富人生阅历。

讲起举办本次活动的意义，企业相关
负责人表示，旅行与酿酒有太多相似之
处。旅行的意义在于丰富人生，酿酒的核
心在于塑造酒体。让元青花·洞藏年份酒
的高端消费者在旅途的过程中自我丰富、
自我审视，进而洞藏心性、丰盈内心，品味

人生的厚重与柔美，是本次活动的初衷。
有一种柔叫洞藏柔，正如酿酒都讲究

五谷融合，岁月积淀。就好像让元青花·洞
藏年份酒呈现出厚而不烈洞藏柔的，不只
因五谷在中原窖祖内长期发酵成就酒体的
厚重，还必须在 14米深恒温恒湿的山体洞
藏酒窖中去烈存柔，最终才形成了让每位
客户都称赞的“厚而不烈洞藏柔”。

远离嘈杂，感受异域文明和沿途风光，
抛开繁琐的日常，元青花洞藏年份酒的高端
消费者在这里自我丰富、自我审视，进而洞
藏心性、丰盈内心，品味人生的厚重与柔美。

阅不尽的好景色，品不尽的洞藏柔。
本次泰国之旅虽然告一段落，但元青花·洞
藏年份带领大家探索世界、丰富人生阅历、
丰富人生智慧的脚步并未停止。元青花·
洞藏年份酒的“洞藏柔”对于助力豫酒飘
香、香飘世界的步伐依旧还在路上。（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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