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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收中原·老家河南”系列文旅推广活动开启

●● ●● ●●

□本报记者 刘春香

A.赏红叶
1.地点：巩义竹林长寿山景区
红叶是该景区的主打品牌，曾获“全

国十大红叶观赏基地”殊荣。
2.地点：巩义浮戏山雪花洞景区
内容：红叶竞相斗艳，形成地被红叶

遮掩，水被红叶浸染的壮观景象。
3.地点：济源王屋山景区
内容：王屋山红叶方圆 500 里，红得

热烈奔放、红得动人心弦。
4.地点：焦作青天河景区
内容：既有南方灿烂的栌叶，又有北

方火红的枫叶，漫步其中，仿佛进入梦幻
般的童话世界。

5.地点：南阳内乡宝天曼景区
内容：红叶即将漫山绽放，可看观日

出，赏云海，看红叶，品美食。

B.摘秋果
1.地点：灵宝市摘苹果
内容：灵宝有苹果之乡的美称，采摘

地集中在寺河山苹果小镇附近。
2.地点：卢氏县
卢氏县的核桃皮薄肉厚，曾是贡品，

如今正是打核桃的好时节。
3.内黄摘枣
内容：2019年内黄红枣文化旅游节，

醉美枣乡、乐游内黄，时间 9月 20日至 10
月 10日。

4.地点：巩义市浮戏山雪花洞景区
内容：浮戏山自然景色优美，果树众

多。可在景区游山览水的同时随手采摘
山果，在采摘的过程中感受山村田园风
光，享受回归自然的乐趣。

5.地点：济源玉阳山核桃公园
内容：济源第三届核桃节,品核桃宴，

可在林下捡土鸡蛋，体验山谷寻宝，与大
自然亲密接触，感受丰收的快乐。

6.地点：焦作孟州市七星湖红石榴庄园
内容：有古窑洞、太子庙、薛家古塞，

园内种植优质无籽石榴 60余亩可供游人
采摘，推出的石榴酒、石榴汁饮品独具特
色。

7.地点：信阳市光山县
内容：司马光油茶园油茶果采摘，有

品菱角盛宴。

C.逛乡野
1.安阳市龙安区善应镇长春观仙人谷

菊花展，9月1日—11月 15日。
2.焦作温县怀山堂“怀山药采挖体

验”旅游产品推介。有怀山堂标准化基
地捡山药豆、山药采挖体验。

3.焦作孟州市西虢镇莫沟村。主要

景观有汶水长虹玻璃天桥、步步惊心网
红桥、窑洞书馆、窑洞村部、窑洞家风馆
等。

D.品小吃
1.地点：巩义竹林长寿山景区风情古镇

2.地点：巩义偃月古城
3.地点：洛阳洛邑古城于 9月 12日至

10月 15日举办河洛文化美食节。
洛阳旅发集团于9月 12日至 10月 10

日举办铜驼暮雨美食节。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四条精
品线路游和三条主题线路游。

四条精品线路游分别是：

一、黄河-丝路文明旅游线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横贯

河南中部，撒下了华夏文明的种子，形成
了三门峡大坝、黄河三峡、小浪底等独具
特色的黄河景观。丝绸之路河南段包括
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
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陕县崤函古道石
壕段遗址。黄河文明游与古今丝路游所
拥有的厚重历史文化资源、重要考古发现
和沿岸山水风光在河南高度融合，是探究
华夏文明、感悟黄河之魂、探寻丝路之源
的最佳选择。

二、中国古都文化旅游线路
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拥有十三朝古

都洛阳、八朝古都开封、七朝古都安阳、商
代亳都郑州四大古都，还有曹魏故都许昌
等，是体验中华文明深厚底蕴、追寻华夏
灿烂历史时光的必游之地。

三、中国功夫体验旅游线路
功夫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河南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是中国功夫的
重要发源地，被称为中华“功夫之乡”。天
下功夫出少林，陈氏太极四两拨千斤，濮
阳杂技张弛有力，为河南赢得了“世界功
夫看中国，中国功夫看河南”的美誉。

四、中原山水旅游线路
河南地处中原，集北国风光的雄奇壮

美和南方山水的钟灵毓秀于一身。安阳
的太行大峡谷、红旗渠；新乡的万仙山、天
界山；焦作的云台山、青天河；郑州嵩山；
南阳老界岭、宝天曼等都是重要看点。

三条特色主题游分别是美丽乡村游、
红色圣地游、文化研学科普游。

特色主题游之一：“传承红色基
因 牢记初心使命”红色旅游线路产品

河南的红色旅游有四个线路，分别
是：大别山红军长征游、中原抗日战地游、
豫东解放战争游、河南时代精神游。

线路一：大别山红军长征游
罗山县何家冲何氏祠（堂）—中国中

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
址）—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鄂
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许世友将军
故里—郑维山将军故里—金刚台红军洞
群—红色四望山—花山寨会议旧址—徐
畈革命旧址群—王震旧居—方城独树镇
七里岗—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红二十五
军军部旧址

线路二：中原抗日战地游
郑州新密抗日民主政府旧址—巩义豫

西先遣支队司令部旧址—洛阳八路军驻洛
阳办事处纪念馆—平顶山豫西革命纪念馆
—驻马店竹沟革命纪念馆—中原局旧址—
革命烈士陵园—杨靖宇烈士纪念馆—周
口扶沟县吉鸿昌将军故里—商丘彭雪枫
将军纪念馆

线路三：豫东解放战争游
鹤壁石林会议旧址—濮阳清丰县单

拐革命旧址—台前县刘邓大军渡黄河纪
念馆—商丘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战斗
遗址—信阳刘邓大军渡淮纪念馆—王大
湾会议旧址

线路四：河南时代精神游

具体的地点有：
开封兰考焦裕禄纪念馆、焦桐、黄河

东坝头、张庄村——济源王屋山、黛眉山
地质博物馆、愚公村史馆、铁卷墙、千年道
观阳台宫、道境广场——安阳红旗渠纪念
馆、总干渠分水闸、红旗渠“人工天河”、青
年洞、太行行舟、西坡村

特色主题游之二：美丽乡村游
线路产品

（一）热门乡村推荐
1.信阳郝堂村、新集村、丁李湾、田铺

大塆、新县耕读小镇、猪山圈生态旅游景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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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开封兰考固阳镇
4.新乡辉县张村
5.鹤壁王家辿村、施家沟村、石林村、

赵庄村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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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济源五里桥村
8.平顶山鲁山县东竹园村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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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三门峡卢氏豫西百草园、陕州地坑院
（二）热门民宿推荐
信阳新县老家寒舍、湖上院子、木槿

山岗、漫居、近水楼台等。
济源民宿：兵工厂民宿、知晓山居、那

些年小镇。
栾川民宿：慢居十三月、悦地小筑、石

门土屋、牛郎家、遇见初心等。
焦作孟州市璞华文宿农耕文化苑、孟

州市菊院。
信阳光山县乡村会客厅、钟鼓楼亲子

乐园。
巩义市石居部落。

特色主题游之三：河南研学线
路产品

河南省主推的 6条游学线路包括：历
史文化穿越之旅、文化遗产探秘之旅、中
华诗词传诵之旅、中国功夫体验之旅、自
然生态科普之旅、革命传承红色之旅。

线路一：历史文化穿越之旅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郑州（黄帝故
里、河南博物院）、开封（龙亭、开封府）、洛
阳（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洛阳博物
馆、二程文化园）、安阳（羑里城、中国文字
博物馆、岳飞纪念馆、马氏庄园）、许昌（春
秋楼）、漯河（许慎文化园）、三门峡（函谷
关历史文化旅游区）、南阳（内乡县衙博物
馆）、商丘（火神台景区）、周口（太昊陵）、
永城（芒砀山旅游区）、鹿邑（老子故里旅
游区）

线路二：文化遗产探秘之旅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郑州（天地之

中历史建筑群）、洛阳（龙门石窟）、安阳
（殷墟）、开封（清明上河园）、许昌（禹州钧
瓷文化园）、三门峡（陕州地坑院）

线路三：中华诗词传诵之旅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郑州（嵩山少

林景区）、开封（清明上河园）、洛阳（龙门
石窟）、鹤壁（云梦山、淇河诗苑）、焦作（云
台山）、巩义（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

线路四：中国功夫体验之旅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郑州（少林寺、

嵩山少林武术馆、《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开封（万岁山·大宋武侠城）、焦作
（温县陈家沟风景区）、濮阳（濮阳国际杂
技文化产业园、濮阳杂技艺术学校）

线路五：自然生态科普之旅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郑州（嵩山、黄

河风景游览区、中原福塔、郑州华强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郑州行知书塾综合实践基
地）、洛阳（老君山、三河村伏牛山写生基
地、嵩县白云小镇景区、中国一拖东方红
工业基地）、平顶山（尧山）、安阳（太行大
峡谷）、新乡（八里沟、宝泉）、焦作（云台
山）、漯河（神州鸟园）、三门峡（豫西百草
园）、南阳（宝天曼、丹江湖渠首景区）、信
阳（鸡公山、西河景区、西九华山、新县大
别山露营公园）、驻马店（嵖岈山、老乐
山）、济源（黄河小浪底风景名胜区、济源
市示范综合实践基地）

线路六：革命传承红色之旅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济源（王屋

山）、安阳（红旗渠）、兰考（焦裕禄纪念
园）、濮阳（单拐革命旧址）、漯河（南街
村）、信阳（许世友将军故居）、驻马店
（确山竹沟革命纪念馆）、郑州（二七纪
念塔）

●郑州
10 月 1 日—10 月 7 日，在嵩山少林景区，摄

“合影照· 热爱祖国”“短视频·祝福祖国”等照片
或小视频，发送至自己的微信朋友圈或抖音，可免
费领取小红旗和爱国贴纸。另外有“武动少林魂，
畅想中国梦”少林功夫秀文化演艺，让游客近距离
感受少林功夫的独特魅力。

●洛阳
1.孟津举办第五届孟津梨采摘节。
2.老君山举办五彩秋趣节，包含绘画大赛、太

极素食文化节等活动。
3.滑雪度假乐园举办伏牛山站汽车集结赛、伏

牛山杯速度轮滑邀请赛。

●鹤壁
云梦山景区
有 2019草原风情音乐节系列活动，大型文艺

演出（歌舞、魔术、杂技等），每天两场；“调师离位”
古装情景剧演出，每天两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悬挑玻璃观景台、骑马射箭、蒙古风情等体验
项目。

●南阳
丹江大观苑景区
举办万人共食丹江野生鱼头宴，观夜捕银鱼，

摘柑橘等活动。

●信阳
2019年 9月 28日至 10月 7日，南湾湖风景名

胜区推出民俗文化类节庆活动。有渔歌伴舞、百
舸争流、巨网捕鱼、百米渔图、鱼王巡游、头鱼拍
卖、抱鱼接力大赛。

●济源
中华愚公魂·文旅好声音总决赛
9月 28日，在王屋山景区开展中华愚公魂·文

旅好声音比赛。举办王屋山国际音乐节，汇聚李
行亮、崔兰花等优秀实力派歌手和水精灵乐团、法
国费雷德等乐队。

开封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感恩回馈人民警察的辛勤付出，开封
清明上河园景区自今日起对全国人民警
察实行免除白天门票优惠政策，优惠时间
为长期。

郑州
1.新密市红石林景区
门票原价 60元，活动期间半价优惠

（30元）。
2.新郑市好想你红枣小镇
2019 年 9 月 1 日—10 月 7 日举办风

情游活动。有打枣、拔花生、吃农家饭、逛
农家院等内容。门票 20元，以代金券形
式返给游客。风情游之外的其他时间段
免收门票。

联系电话：0371-56651289

洛阳
优惠一
2019 年 9 月 16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不含“十一”黄金周），所有游客凭洛阳
龙门石窟、郑州少林寺、焦作云台山、临汾
壶口瀑布、渭南华山景区中任意一家景区
纸质门票，7日内到洛阳、焦作、临汾、渭南
等城市指定景区现场购买门票享受相应优
惠，到指定星级酒店入住可享受相应优惠。

优惠二
2019年 9月 1日—9月 30日，游客凭

洛阳市区“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天堂
明堂”4家任意一家景区门票，5日内到二
程文化园、木札岭、花果山、七彩花海、灵
山寺、莲花水城、青要山、伏牛山滑雪度假
乐园、抱犊寨、龙峪湾、万安山山顶公园、
万安山七彩大峡谷、万安山野生动物欢乐

世界、豪泽国际郁金香花海、凤翔温泉、西
霞院水利枢纽风景区等 16家县域景区可
享受5折优惠。

焦作
青天河景区
9月 1日—30日，焦作市民凭身份证、

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在周末期间享受景区
门票全免的优惠政策。9 月 12 日—9 月
30日，广州市民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可享
受门票全免的优惠政策。（须购买 2元保
险）

南阳
宝天曼景区
即日起至 2019年 9月 28日，全国学

生门票免费。2019年 10月 1日—31日，
开展内乡宝天曼红叶节寻宝活动，特等奖
1名，奖励宝马3系轿车1辆。

■丰收中原 旅游产品

■河南“醉美”赏秋地图

■文旅惠民 共享喜悦

■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喜看老家之美，同庆河南丰收。9月23

日，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丰收中

原·老家河南”系列推广活动在灵宝市正式

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活动，将为游客提供丰

富的文旅大餐，推出秋季文旅攻略。

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正是满眼皆景的秋

游最佳季节，“丰收中原·老家河南”活动期

间，游客可以赏红叶、摘秋果、逛乡野，品尝

丰富的农特产品。即将到来的十一国庆，又

让欢庆的气氛更加浓厚，全省各地文艺活动

丰富多彩，人们将载歌载舞、歌唱祖国、畅游

中原、幸福满满！

嵩山景区、龙门石窟等知名的各大景

区，届时将纷纷推出精彩的活动吸引游客，

极其热闹养眼。宝天曼景区、青天河景区出

台的优惠政策也很有吸引力。

当然，“养眼”之外还要“养心”。如今，

到山区、乡村休闲旅游成为城里人远离喧

嚣、回归自然、放松心情的一种时尚选择。

伴随着河南全域旅游的持续推进，菜园环

绕、古树参天、道路通达的乡村旅游点众多，

能大大满足游客的乡村游需求。

在住宿方面，我省民宿行业已经风起云

涌，在全国赢得“南方民宿似民谣，河南民

宿如摇滚”的美誉，成为不少人外出度假的

首选。和传统的简单吃住不同，如今不少的

民宿延伸出会议、书吧、茶艺、书法、插花、画

廊、私人博物馆、微酒庄、禅修、向导等各种

新业态。拥有地热、无边界泳池、书吧、咖啡

厅等共享设施，已经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

“农家乐”的概念。

“丰收中原·老家河南”活动期间，我省

还将推出四条精品文旅线路，三条特色主题

旅游线路，包含红色主题游、美丽乡村游，

青少年研学游等，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

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鼓励大家走出

去，看一看青山绿水、生态大中原的美景，分

享丰收的喜悦，分享河南文旅建设的丰硕

成果。

新县田铺大塆美景

新县革命红旗高高矗立

修武县云上的院子民宿

新县老家寒舍民宿

红旗渠研学游
（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