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天,是一个适合逃离的季节。
逃离都市，到一个美丽而凉爽的地方，享受属于

自己的自由与安逸吧！此时的老君山便是最好的
选择。6 月 29 日，以“云游仙境，夏享清凉”为主题
的老君山观海避暑节盛装启幕，开启您的夏日清凉
之旅。在持续两个月的时间内，活动各不同，周周
有精彩。

云游仙境 观海听涛
老君山，为八百里伏牛山主峰，道教始祖“老子归

隐”之地，山中具有独特的“滑脱峰林”地貌，树木茂
盛，风景如画。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气候条件，
造就了老君山无与伦比的云海奇观。据不完全统计，
每年 7月至 9月，老君山云海出现的次数少则 40多
次，多则逾60次，是观云海的最佳时期。而老君山夏
季的云海，蔚为壮观，置身其中，流云变幻，恍若仙
境。站在金顶，放眼望去，千里白素，观海听涛。

夏享清凉 休闲避暑
群峰竞秀，拔地通天，峰林仙境，十里画屏，老君

山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高海拔、密森林、富水
源造就了其独特的小环境，年平均气温9.4℃，夏季最
高温度 21℃，是中原地区知名的夏日避暑胜地。在
老君山，您可漫步于林荫，游戏于溪流或憩息于奇石，
闻虫鸣鸟叫，看绿意满山，观云海波澜，度休闲夏日。

暑期狂欢 精彩继续
随着 2019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启动，更多精彩活

动缤纷袭来！相信很多参加过往年活动的小伙伴，还
对去年的许多活动念念不忘。

留住夏日美好时光，相约老君山。今年夏天，精
彩继续。在 2019 老君山观
海避暑节期间，啤酒龙虾狂
欢节美味依旧，车友狂欢节、
云海露营节、金婚庆典等王
牌活动精彩纷呈，更有新增
汉服嘉年华、万人贴秋膘等
精彩活动，等您来约！

自驾线路：郑州-郑少洛高速（或连霍高速）-转洛栾高速-直达老君山景区 咨询电话：0379-66838888

云游仙境 夏享清凉

老君山观海避暑节6月29日启幕

天台观海 李为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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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观察

□本报记者 张莉娜

中原看海巨瀑滔天，黄河飞歌再奏华章。
自六月下旬起，中原看海——2019黄河小浪底

观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接黄河防总指令，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开启洪

水调度运用模式，黄河小浪底景区大浪滔天、巨瀑飞
泻，呈现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
丽景观。黄河小浪底洪水调度所形成的飞瀑堪称

“世界最壮观的泥沙瀑布”，受到八方游客追捧，吸引
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赏。

黄河小浪底观瀑活动截至 7 月上旬。在此期
间，洛阳孟津、济源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与
气势磅礴的黄河巨瀑交相辉映，为游客捧出了一道
饕餮黄河文化盛宴。同时，小浪底附近的旅游景区、
大坝附近的农家乐、黄河两岸的旅游企业都将赚得
盆满钵盈，成为观瀑活动的赢家。

黄河旅游带是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推荐的国际精

品线路之一，本次观瀑活动将助力小浪底国际滨水休
闲旅游目的地建设，助推河南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另悉，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目前游客量
较大，景区周边交通已局部出现滞留情况，提醒游客
前来观瀑时，请合理规划避开人群高峰，选择早晚错
峰出行前往，确保游客良好的游览体验。

中原看海，浪底观瀑。踏着文旅融合、转型重塑
的节拍，黄河小浪底奏响了高质量发展的乐章，书写
着中原更加出彩的壮丽诗篇。

中原看海 浪底观瀑
——2019黄河小浪底观瀑活动启幕

6月 22日，“暑期快乐老家嗨起
来”中国猴山·五龙口第二届猴王争
霸总决赛在济源五龙口景区热闹开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美猴王”
同台竞技，各显神通，86版《西游记》
唐僧的扮演者徐少华，猪八戒的扮演
者马德华莅临现场指导、点评，吸引
数千人围观。

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济源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本次活动，不仅
拉开了暑期太行山多彩活动的序幕，
更为济源市打响城市宜居名片、做靓
生态人文特色、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助
推全域旅游纵深发展，增添了新引擎。

据了解，五龙口被誉为“中国猴
山”，区内生活有 3000 多只野生猕
猴。此次“猴王争霸赛”历时三个月，
来自全国 34个省份的百余名“美猴
王”报名参赛。经过海选、初赛、复赛
的角逐，各个奖项尘埃落定，10名选
手脱颖而出、获得奖项。来自河南周
口的郭陆振获得最佳节目表演奖金
奖，丁雷、刘昆强获得该项目银奖，铜
奖由甘露、“贾耀辉+李涛”组合、“董
子君+马铁”组合获得。席方获最佳
扮相奖、甘露获最佳配音奖、梁益获
得网络最佳人气奖 。

“我是看着 86版《西游记》长大
的，后来学习戏剧就专门演美猴王。
这次来五龙口，不仅得到徐少华老师
和马德华老师的指导，还意外拿了冠

军，真是不虚此行。”本次赛事的冠军
郭陆振激动地说。

在赛后点评中，86版《西游记》
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说，活动能聚
集了四面八方的“美猴王”，参赛选手
的水平也很高,很是欣喜。

作为“师父”的徐少华见到现场
众多“孙悟空”，更是乐开怀。他说，

“美猴王”让太行山更加灵动，本次活
动也将推动西游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济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党委书
记、总经理李庆军表示，一直以来，景
区深入挖掘“猴文化”，融入“西游文
化”，叫响“中国猴山”的名片。景区计
划年年举办猴王争霸赛活动，把猴文
化和西游文化发扬光大。 (李向东)

暑期快乐老家嗨起来——

50名“美猴王”猴山争霸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小浪底泄洪观瀑活动正式开启，吸引着数

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赏。6月 21 日，作为中原
看海——2019 黄河小浪底观瀑活动的重要内
容之一，中国（济源）2019黄河小浪底文化旅游
节拉开帷幕。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愚公故里、浪底飞瀑、
传奇济源、中原看海”为主题，作为文化旅游节的
重头戏，小浪底洪水调度拉闸放水，“黄河之水天
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丽景观精彩重现，洪
水调度运用、坝体工程、黄河流鱼等看点不可错
过。

活动期间，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将举办
“青云直上·飞黄腾达”观瀑活动、“传奇济源·中
原看海”旅游创作者线上推广、“看黄河水吃黄河
鱼”消夏美食节、“鱼跃龙门”百鱼宴等一系列文
化旅游活动。同时，景区周边的大峪镇、坡头镇
也将举办美丽乡村仟群牧业烤全羊盛宴、东沟青
萝泼水节、留庄泰山红色文化游、栗香农庄赏孔
雀、疯狂暑假济源消夏亲水季等活动，进一步引
爆暑期旅游市场。

小浪底洪水调度所形成的巨大飞瀑气势壮
观，备受八方游客青睐,每年都将吸引数十万游
客前来。

济源还将推出最佳旅游线路，让利旅行社，
吸引更多的团队走进愚公故里，感受全域济源的
无穷魅力。

另据了解，受汛情、天气和黄河整体水情等
诸多因素影响，观瀑活动存在不确定性，请游客
及时关注景区发发布的游览信息。

（李淼淼）

6月 23日，作为中原看海——2019黄河小浪底
观瀑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2019中国(孟津)黄河小
浪底文化旅游节在《黄河大合唱》的雄壮歌声中拉开
帷幕。本届文化旅游节以“行绿道，丈量黄河；知古
今，品味孟津”为主题，推出一系列精彩活动，邀请中
外游客“来孟津耍”。

开幕式现场，气势恢宏的排鼓表演、大合唱《我和
我的祖国》将活动推向高潮；数十名中国牡丹画第一
村农民画家现场挥毫画牡丹，引得游客驻足拍照；数
口大陶缸内盛满黄河水，开满会盟花，由孟津瓜果、蔬
菜、鲜花装扮的特色景观，成为活动的一大亮点。

文化旅游节期间，会盟银滩荷花节启动。同时，

活动特别推出“军民一家亲”黄河绿道万人健步行活
动，让游客参与其中，感受黄河绿道的秀美风光。

据介绍，今年的文化旅游节将从 6月持续到 8
月。该活动紧扣孟津沿黄旅游带，策划一项主题活
动和八个专项活动，融入“旅游+”概念，推出旅游+
研学、旅游+节庆、旅游+农业三条旅游路线。

活动期间，“党在我心中”孟津全民大联唱、揭
秘湿地·守护黄河——小小科学家走进黄河湿地、

“行走的课堂”百万学子游孟津、“瓜果飘香”多彩孟
津分享季等一系列精彩活动都将与大家见面，让全
民共享文化旅游盛会，让更多的游客了解孟津、感
受孟津、畅游孟津。 （徐颖利 许晓博）

6月 19日，从郑州—遵义航线航班推介会
上传来消息，从本月起，郑州—遵义直飞航线开
通，河南游客前往红色文化浸润的“遵义会议”
旧址将更加方便、经济、快捷。

据了解，从遵义至郑州之间的航线，每周
一、周三、周五各一班，每周二、周四、周六各两
班。在此航线开通之前，郑州游客前往遵义，必
须先至贵阳转机，然后再行至遵义。新航线的
开通，大大方便了两地游客之间的往来。

据悉，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拥有世界
文化遗产海龙屯、世界自然遗产赤水丹霞等丰
富的旅游资源。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
开的“遵义会议”，成为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
义因此成了令人神往的红色圣地。新舟机场作
为遵义市交通枢纽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和桥梁纽
带，在立体交通新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该机场先后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
司等25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合作，开通了53条国
内、国际航线，覆盖 50多个省会城市、枢纽城市
和旅游目的地城市。

郑州—遵义航线的开通，将使郑州、遵义两
地的联系更为密切，这条快捷便利的空中通道，
也将变成深化两地情谊、促进两地发展的绿色
通道。 (张瑞佳)

花团锦簇圆如扇，红白次第露娇颜，彩蝶纷
纷舞痴醉，琉璃世界百花仙。仲夏时节，郑州绿
博园景区十万株醉蝶花次第盛放，呈现出一幅
姹紫嫣红的锦绣画卷。

据了解，园区今年新种植的醉蝶花较往年
规模大、数量多，以玫红、粉红、淡紫、嫩白和混
色五大色调为主，观赏性极强，盛花期在七八月
份，将持续一个多月。醉蝶花的集中观赏区域
分布在北广场东侧的赏花区、配五东侧赏花区
以及洛阳园门口。

除了园区内的醉蝶花之外，松果菊、赛菊
芋、睡莲、荷花、木槿也处于盛花期，想要赏花
海、拍大片的朋友们可不能错过。 （刘瑞）

暑期来了，郑州市内海豚馆成为
小朋友的乐园。

6月20日，在郑州出生的首只小
海豚“满月喜宴”暨向全社会征名新
闻发布会在郑州锦艺城海豚馆举行。

众人期待下，一段精彩的海狮表
演拉开序幕。伴随着优美的音乐，锦
艺城海洋馆全体员工整齐有序地为
小海豚“挑面祝福”，场面动人。紧接
着，两只成年海豚表演台双俯冲，双
双越出水面到舞台，瞬间欢呼声、掌
声不断，把满月宴推向高潮。

现场的气氛热烈，海豚时不时地
跳跃水面，锦艺城海洋馆特意向游客
朋友奉上了人豚共舞、海洋骑士、空
中飞人等精彩的海豚表演。

据介绍，锦艺城海洋馆是锦艺集
团独资的全资海洋主题科普乐园，由
海洋馆、海豚馆两大主题馆“双子星”
模式运营。前不久，锦艺城海洋馆诞

生了一只小海豚，这是郑州乃至中原
地区出生的首只小海豚，也真正产生
了郑州第一对“亲子”海豚组合。据
了解，小海豚于 5月 20日出生，目前
已满月。锦艺城海洋馆号召全省小
朋友开动脑筋，为这只可爱的小海豚
起一个“好”名字，所有小朋友均可参
与此次“征名”活动，活动将设万元大
奖、全家一年免费游海洋馆等奖项。

（马宝记）

假期和海豚亲密接触——

满月小海豚等您取名字

6月 22日，来自南水北调干部学院、洛阳、商丘等地
12个团队分别在内乡县衙进行廉政文化学习，一些团队
在建党 98周年来临之际，在大堂或三堂前，共祝伟大的
党和祖国繁荣昌盛，再铸辉煌。

内乡县衙近年来利用古代县级官署这一固定场所，
充分发挥丰富的传统廉政文化资源，修复了部分廉政教
育建筑，整理了廉政教育楹联，开办了廉政教育专题展
览，编排了寓教于乐的廉政教育节目，开发了廉政教育
纪念品，把内乡县衙建成了集旅游观光和廉政教育于一
体的廉政教育基地。

在内乡县衙，三省堂悬挂着如下楹联：“吃百姓之饭
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
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此联以浅显的
道理阐述了官与民、荣与辱、得与失的辩证关系，得到众
多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和游客的高度评价。内乡县衙丰

富的廉政文化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廉政教育基地、全国优
秀官德文化教育基地、中国楹联博物院、中国楹联文化
重点教育基地等多项殊荣。 (苗叶茜)

□本报记者 朱天玉

6月 23日，焦作青天河景区，“天河之星”少儿才艺
大赛如期举行。童声嘹亮的歌曲、劲爆十足的街舞、铿
锵豪迈的诗朗诵，50多位可爱的小朋友用精彩的才艺
比拼，为游客献上了一场文化盛宴。同时，青天河景区
开展的水上飞人表演等活动，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
至沓来。

这一切只是焦作由山水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由景
点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发展变门票经济为产业经济的一
个缩影。

五一小长假，为期两天的云台山音乐节吸引8万观
众，同步举行的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爆棚，云台山第二届
群英会成为吸引游客的爆款 IP，4天假期里景区共接待
游客 21.96万人次，创五一假期游客接待历史新高。与
此呼应，修武民宿一房难求，藏在深山的精品民宿云上的
院子一房难求，修武民宿成为焦作旅游的亮点。

5月11日，焦作1.2万名太极拳爱好者在太极体育
中心共演太极，开启了2019年太极拳公开赛序幕，为焦
作举办了 10年的大型国际性品牌节会“一赛一节”造
势。与阿里巴巴共同打造的功守道赛事稳步推进，与张
艺谋团队合作实施的《印象·太极》大型实景演艺项目正
在加快。

6月 19日,在少林景区少林寺武术馆，焦作市应邀
参加第五届国际瑜伽日“当功夫遇上瑜伽”中印文化主
题展示交流会，太极、少林、瑜伽高手同台展演，博得现
场观众连连掌声。

投资 120亿元的夜游云溪谷、云栖小吃城、云景环
球影幕等云台山“云系列”项目陆续投入运营，让体验游
成为新优势，而云上的院子、云武堂等一大批高端精品
民宿和主题酒店相继建成，有力地支撑了越野赛、音乐
节、登高挑战赛等主题活动，焦作旅游正在实现从“来去
匆匆”到过夜经济的可喜转变。

太极产业迎来破冰。围绕建设世界太极城目标，焦
作加快推进陈家沟太极产业新城、中国太极镇、河南太极
拳学院等一批重大项目，成功争取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
太极拳专项委员会落户焦作，加快培育休闲养生、疗养度
假、体育健身等太极康养新业态，努力建设国内外太极拳
的文化传承圣地、人才培养高地、健康养生福地。

景区、城区、乡村休闲度假之旅齐头并进，从云台山
“一枝独秀”到全域旅游“多点开花”，焦作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局长金贵斌介绍，2018年，全市共接待游客5284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33亿元，国际客源地拓展到
了39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效益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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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衙廉政文化受宠

郑州至遵义航线本月开通

十万株醉蝶盛放郑州绿博园

2019中国(孟津)黄河小浪底文化旅游节开幕

黄河颂歌唱响小浪底

中国（济源）黄河小浪底文化旅游节开幕

滔天瀑布带来如潮客流
黄河巨瀑引众多游客观赏 李鹏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