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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2020年1月16日（腊月二十一）至2月

9日（正月十六），在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馆开展系列活动。参展项目有登封窑陶
瓷烧制技艺、嵩阳宝剑锻制技艺、耿氏香制
作技艺、黄河澄泥砚、蛋雕、猴加官、李氏膏
药、师家膏药、泥绣球制作技等。另组织3
场集中展演活动，有超化吹歌、挑经担、杨树
冲唢呐、木偶戏、河洛大鼓等。还将组织3
场义诊体验活动。义诊项目有王氏捏骨正
筋疗法、古法煴灸、李氏圆炁针、田氏中药外
敷疗法、吴氏中医喉科、鸭李正骨、少林正
骨、单氏小儿手穴推拿、庹氏艾灸。
开封市

在开封清明上河园举办中国首届非遗
灯笼展暨第三届国际灯笼展。
洛阳市

2020年春节期间，洛阳市围绕“非遗过
大年 文化进万家”开展系列活动，累计64
项 410余场次，包括正月初一开始的2020
年洛阳关林春节民俗文化庙会、隋唐洛阳城
新春庙会、洛邑古城非遗文化集聚活动庙
会、2020王城新春游园会、2020隋唐河洛
文化庙会暨迎春灯会、“大年下”新春游园会
等。偃师市、栾川县、嵩县等多地还将在
2020年元宵节期间举办社火进城表演、民
间故事汇演、闹元宵非遗项目暨民间文艺汇
演等传统民俗活动。
平顶山市

2020 年正月初七的祭火神仪式拉开
了马街书会的帷幕。正月初九，在马街书会
会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宝丰县第二十六届民间艺术大赛，为马街书
会热身。届时，锣鼓震天，彩绸飞舞，铜器、
盘鼓、秧歌、高跷、竹马旱船、经担舞、花棍
舞、龙舞、狮舞、腰鼓、张公背张婆、二鬼扳
跌、唢呐、宝丰魔术、曲艺表演、戏曲清唱、提
线木偶戏、杖头木偶戏等近百种非遗项目集
中进行展示展演。正月十三，是马街书会的
正会日，书会活动达到高潮。
安阳市

2020年，安阳市于1月27日—2月3日
（正月初三—正月初十）8天时间，在安阳市
图书馆、博物馆两馆南广场，举办“2020年
新春民俗文化展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主要
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文化民俗产
品展示、文艺汇演（其中包括非遗剧种、小
戏、小品展演）等，营造欢欢喜喜过大年的节
日氛围。
鹤壁

1.非遗项目展演展示：2020 年 2月 1
日—2月10日，在浚县古城内开展非遗项目
集中展演展示活动，百余名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与市民互动。

2.民间社火大赛：2020年 2月 8日—2
月 9日，在浮丘山广场组织40支社火队进
行民间社火大赛，预计表演时间达8小时之
多，观众近40万人次。

3.社火巡游：2020 年 2月 2日—2月 9
日，组织20支民间社火队在浚县古城北城
门至文治阁、西城门进行巡游。
新乡市

延津县自 2010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
九届“春满槐乡”文化庙会系列文化活动，活
动时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至次年正月十六
结束。活动主要包括义写春联进万家、非遗
戏曲展演、“迎新春”书画、摄影展览、社火表
演以及灯谜竞猜等项目。元宵节期间将在
万寿广场上组织国家级、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大平调、二夹弦精选精品剧目，为观众每天
义务演出两场。组织来自全县的社火表演
队在大觉寺及万寿广场进行巡回表演，队伍
包括武术、高跷、旱船、秧歌、盘鼓、舞狮、模
特时装秀等。
焦作市

2020年春节、元宵节期间焦作市将举
办优秀传统剧目展演，时间安排2020年 1
月 29 日—2 月 9 日（正月初五至正月十

六）。届时邀请16个传统戏剧类非遗项目
单位（剧团）分别在东方红广场和焦作市影
视城进行集中展演。其中，怀梆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濮阳市

迎新春腊八鼓表演，腊八当天在开发区
王助镇花园屯村举行，腊八鼓是濮阳市的市
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在腊八当天举行盛大的
击鼓仪式，敲响大鼓，拉开春节欢庆序幕，祈
求五谷丰登。另举行北路坠子说唱会。河
南坠子表演是省级非遗项目，濮阳的河南坠
子为北路派，深受群众喜爱。
许昌市

依托霸陵桥新春庙会，于2020年正月
初一至十五组织肘阁、仙鹤送印等非遗项目
入驻霸陵桥景区。
漯河市

2020年中原河上街庙会暨春节灯展活
动拟于2020年1月25日—2月12日在开源
景区举办，为期19天。2月8日—9日在漯河
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办“红红火火过
大年”暨2020年漯河市民间艺术大赛。参
赛内容有狮舞、龙舞、高跷、竹马、旱船、秧歌、
脑阁、肘阁、锣鼓、铜器舞、武术等20多种极
具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特色的表演形式。数千
名民间艺人走上舞台，亮出绝活。
三门峡市

举办三门峡陕州地坑院文化主题灯
会。共布设灯组 153组，形成组团式布展
54处。时间为今年腊月十五日至明年二月
初六，共计51天。
南阳市

南召县灯谜文化活动开展历史悠久，已
连续举办大型灯谜活动44届。明年将继续
在县城主要大街搭建活动场地，全县15个
乡镇也争相参与。
商丘市

2020年 1月 17日—2月 9日（2019年
腊月二十三—2020年正月十六日），组织展
示展演类非遗项目29项，分别在商丘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医药传承基地、商丘宋绣文化
展示馆两个地点连续26天开展展演、展示
互动交流活动。
信阳市

2019年12月30日下午3时，在新县八
里畈文化广场，由市县乡三级演员联合举办
演出，演出内容有信阳民歌、舞龙、地灯戏、
花伞舞、旱船、蛤蜊舞等民间文艺。
周口市

2020 年 1月 27日—2月 9日（正月初
三至正月十六），在周口公园开展周口市“非
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展示活动，进行传统戏曲，传统音乐，传
统技艺、曲艺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等表
演类项目。
驻马店市

举办 2020年皇家驿站第二届新春庙
会。活动从2020年 1月10日至2月10日，
共设计了200场以非遗为主题的民俗文化
演出活动，其中河南坠子12场，大鼓书、西
平大铜器、野猪岗大龙、王店大装12场，界
牌走搁等在这里完美演绎，预计60多万人
次共享这场文化盛宴。
济源市

济源市济渎庙春节文化庙会是汇集当
地传统民俗、非遗展示、民间文艺的大型群
众文化盛会。庙会将于明年正月初一至初
七在济渎庙内举行，共七天。有剪纸、布艺、
泥陶、程村簸箕、土炒馍、麦秆画、天坛砚、黄
河号子等十余个非遗项目进行展览展示展
演。同时还将汇集各
类精品小吃和游艺，
再现民间过年的欢腾
场面，真正成为广大
群众祈福纳祥、欢度
春节的文化盛宴。

郑州市
◎登封市仙人谷景区
时间:2019年 12月 1日至2020年 1月 10日
执行淡季政策,门票：30元/人

开封市
◎清明上河园景区
时间：春节期间
凡购买当日《大宋·东京梦华》晚会票的游客，

不用再次购买当日白天门票，当日 8:30 即可入
园。凡在园区住宿的游客，不用再次购买当日白
天门票，并享受当日《大宋·东京梦华》晚会票价优
惠。夜游原价 120 元，2020 年 1月 1日—3月 31
日优惠价80元，景区另推出夜游旅游年票特价88
元（晚间无限次入园）。2020年正月十五、十六举
办元宵狂欢夜活动，下午两点以后入园，原价门票
120元，优惠价80元。

◎万岁山景区
时间：截至日期2020年 1月 23日
优惠政策：门票 60元/人（送国际大马戏票一

张，价值50元）
洛阳市

◎“乘高铁半价游洛阳”
时间：2019 年 12月 1日—2020 年 9月 30日

（4月5日至5月5日除外）
优惠政策：全国乘高铁抵洛游客，可持纸质车

票到全市 37家景区现场购买门票享受半价优惠，
入住42家酒店享受房价优惠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
时间：2019年 12月 1日—2020年 2月 8日消

费季期间
优惠政策：应天门、天堂明堂、九洲池特惠通

票60元
◎白云山
时间：2020年 1月 24日—30日
优惠政策：可享受景区门票4折（30元）

平顶山市
◎鲁山阿婆寨景区
时间：2020年 1月 1日—1月24日
优惠政策：凡是属相为子鼠的人员，凭有效身

份证明，可享受免景区门票
◎舞钢祥龙谷景区
时间：2020年 1月 4日—31日
优惠政策：门票全免、收取5元保险费
时间：2020年 2月 1日—29日
优惠政策：门票半价25元

安阳市
◎马氏庄园
时间：2019年 12月 10日—2020年 1月 10日
优惠政策：门票半价优惠，60周岁以上免费
◎滑县民俗博物院
时间：2020年 1月 4日—2月29日
优惠政策：免费参观

鹤壁市
◎朝阳山景区
时间：2020年正月初一、十五
优惠政策：免票
◎摘星台景区
时间：2020年 1月 25日—2月9日
优惠政策：免票
◎浚县大伾山
优惠政策：门票 50元；针对旅行社及团队门

票实行八折优惠
新乡市

◎轿顶山景区
时间：2020年 1月 1日—2月28日
优惠政策：门票半价 （24元/人）

焦作市
◎云台山景区
时间：2019年 12月 1日至2020年 2月 29日
优惠政策：针对全国游客，执行门票半价优惠

政策，每人 60元（需另购每人 60元交通费），门票
连续三天有效

时间：2019年 11月 1日至2020年 1月 31日
优惠政策：针对上海市民，执行门票全免优惠

政策（需另购每人60元交通费）
◎青天河景区
时间：2019年 12月 1日—2020年 2月 29日
优惠政策：门票半价（30元/人）（保险自愿）
◎神农山景区
时间：2019年 12月 1日—2020年 3月 31日
优惠政策：原门票价 65元/人，优惠价 60元/

人；明年春节期间（正月初一至十六）焦作、济源地
区市民凭身份证享受门票特惠价30元/人，本命年
可享受免票政策
濮阳市

◎濮阳水秀国际大剧院
时间：2020年 1月 28日—2月9日
优惠政策：新版水秀《龍石》执行优惠价：A区

238元,B区 153元,C区 99元
许昌市

◎大鸿寨景区
时间：2020年 3月 31日之前
优惠政策：赠送来访游客每人一张 200元消

费券，每个月可在景区指定项目抵扣40元消费一
次；报销过路费。7座或 7座以下小型客车，指定
车牌从许昌、郑州、平顶山指定高速站点上下站，
可在大鸿寨购门票时报销当天往返过路费
漯河市

◎小商桥景区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优惠政策：漯河籍居民凭身份证原件（1.2 以

下不需要身份证原件），免费游览景区；外地游客，
购买门票，送价值10元游玩项目

◎许慎文化园
时间：2020年春节期间
优惠政策：春节期间穿汉服游客一律免费入

园
三门峡市

◎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黄河公园、三门
峡市博物馆、仰韶文化博物馆、渑池刘少奇故居、
甘山国家森林公园，2019年 12月 7日—2020年
3月 7日免费。

◎陕州地坑院景区
时间：陕州灯会期间
优惠政策：使用云闪付 APP购票或消费满 2

元即享随机立减，满40元立减10元（截至2020年
2月 10日）
南阳市

◎南召五朵山景区
时间：2020年 1月 17日—2月9日
优惠政策：免景区门票
◎淅川县香严寺景区
时间：2019年 11月 1日—2020年 1月 31日
优惠政策：门票原价 80元/人，优惠至 20元/

人；正月初一当天门票10元/人。
◎老界岭滑雪场
优惠政策：购买门票滑雪不限时；通票140元

现返 100元；凡到老界岭滑雪场滑雪的游客，凭借
一周内加油小票或者过路费小票均可到滑雪场领
取100元现金

◎西峡老君洞景区
时间：2020年 1月 4日—2月29日

优惠政策：门票半价，正月初一门票免费
商丘市

◎永城芒砀山
时间：2020年 1月 1日—1月31日
优惠政策：芒砀山旅游区A联票半价；凡身着

汉服参观的游客免芒砀山旅游区联票；商丘市民
凭身份证可享受 50元购买芒砀山市民旅游年卡
（新版）优惠政策

◎火神台景区
时间：2020年 1月 24日—2月24日
优惠政策：门票35元，优惠价30元

信阳市
◎灵山景区
时间：2020年 1月 24日—1月25日
优惠政策：免门票
◎信阳南湾湖·龙宫灯会
时间：2019年 12月 28日—2020年 2月 10日
优惠政策：原价 60元，特惠价 50元（需提前 1

天购买）；夜场门票：原价50元，特惠价40元（元宵
节原价，出行当天16:00前购买）

◎鸡公山
时间：2020年 1月 17日—2月9日
优惠政策：鸡公山主景区门票半价

周口市
◎淮阳太昊陵景区
时间：2020 年 1月 26 日—30日；2月 8日；2

月23日—3月26日
优惠政策：除国家规定免票、半价群体外，针

对全国游客执行门票每人30元优惠政策
◎中华槐园景区
时间：2019年 12月 26日—2020年 2月 29日
优惠政策：免门票

驻马店市
◎金顶山景区
时间：2019年 11月 11日—2020年 2月 9日
优惠政策：玩游乐项目免门票.
◎嵖岈山温泉小镇
优惠政策：原价 199 元/张温泉门票，特惠价

格98元/张
济源市

◎济源市优惠活动
优惠政策：游客在济源游玩期间个人账号中

济源短视频点击量≥5万人的游客可获赠济源五
景区套票+豪华酒店住宿；个人账号济源短视频点
击量达到1万—5万的游客，获得新春大礼包

◎王屋山景区
时间：即日起截至2020年 2月 25日
优惠政策:凡是线下购买少林寺、龙门石窟、

清明上河园、云台山门票的游客，凭票到王屋山景
区游览可享受免门票政策；通过同程旅游平台线
上预订以上四景区门票的均送王屋山景区门票

◎黄河三峡
时间：2020年正月初一至十五
优惠政策：执行10元/人票价（原价50元/人）

春满大中原春满大中原 文旅惠万家文旅惠万家
———在河南过大年的最全畅游攻略来了—在河南过大年的最全畅游攻略来了，，你想知道的庙会你想知道的庙会、、灯展灯展、、景区优惠等信息悉数汇齐景区优惠等信息悉数汇齐

新年将至。那震耳
欲聋的盘鼓就要响起
来了，那威风八面的狮
舞就要耍起来了！很
快，我们就要迎来喜庆
的春节长假，在人潮人

海中挤出过年的味道。全省已经准备
好了丰盛的文旅盛宴，款待四方来客，
欢迎游子回家。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主办的“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
系列活动，将于 2020 年 1 月 5 日（腊
月十一）至 2 月 29 日（二月初七)举
办，主会场郑州园博园将从 1 月 5 日
起，连续免费 7天。

2020 年春节期间，各类庙会、灯
展、非遗展演等在全省各地上演，“非遗
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舞
龙舞狮、民俗体验等非遗项目将让游客
流连忘返。200家景区将推出各项文
化旅游活动，邀大家体验民俗风情、踏
雪赏景、登山游园等。全省将组织开展

各类公共文化活动 7.33万场以上。博
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习所等文化设施全部开放，
让文化泽润民风，不断丰富节日期间城
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城市里热闹非凡，各地县、乡、村春
节文化生活同样精彩纷呈。我省将举
办乡村春晚大联欢之十大村宝展演专
场、十大非遗特色专场、十大红色主题
专场、十大美丽乡村专场、十大民间民
俗专场，村村有节目，人人能参与。村
民成为舞台主角，带着年味、乡土味和
文化味的节目演绎着喜庆的乡村味
道。春节期间，展览、阅读、农村电影放
映等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用艺术点亮
乡村，还有各地举办的赶集市、逛庙会、
猜灯谜、旅游文化巡游等迎新年活动，
吸引众多游客到农村去闹新春。

品美食，看花灯，赏美景，逛庙会。
这个春节，回味传统年俗，“复活”传统
年味，就在老家河南。

“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

品非遗看民俗 年味地地道道

黄河文化三条特色主题游，分别是中华文明
溯源之旅、大河风光体验之旅、治黄水利水工研学
之旅。

第一主题：中华文明溯源之旅

线路1：古都探寻
郑州：黄河博物馆、商城遗址、河南博物院、巩

义双槐树遗址、巩义宋陵、巩义康百万庄园、天地
之中历史建筑群、大河村遗址、建业电影小镇

洛阳：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白
马寺、洛阳博物馆、王城公园、天堂明堂、洛邑古
城、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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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林

开封：铁塔、龙亭、大相国寺、清明上河园、大
梁门

三门峡：仰韶村遗址、虢国博物馆
安阳：殷墟遗址、中国文字博物馆

线路2:寻根问祖
新郑轩辕黄帝故里

—商丘孔子还乡祠—三
门峡函谷关老子道德经
诞生地—卫辉比干故里
—周口太昊陵—安阳内
黄二帝陵、周口老子故
里—河南南乐仓颉造字

陵
线路3:非遗展示
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河南戏曲声音

博物馆、登封窑陶瓷博物馆、观星台
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汴绣展示馆、七盛角

非遗体验馆
洛阳：洛邑古城园区（河洛大鼓、孟津剪纸、皮

雕等）、三彩小镇观唐艺术馆（唐三彩文化园）
许昌：神垕镇、禹州钧瓷窑炉博物馆
汝州：中国汝瓷博物馆
三门峡：地坑院（窑洞营造技艺、民俗、澄泥

砚、民间剪纸、捶草印花）
周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淮阳泥泥狗陈

列馆、文狮子舞
鹤壁：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泥咕咕）
线路4：功夫体验
登封少林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陈家沟、

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线路5：诗词传诵
郑州：巩义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李商隐公

园
洛阳：白居易故里
鹤壁：云梦山、淇河诗苑

第二主题：大河风光体验之旅

线路1:山水观光

郑州：嵩山
洛阳：白云山、老君山、龙潭大峡谷、黛眉山、

重渡沟、青要山
焦作：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
新乡：南太行、宝泉
安阳：红旗渠太行大峡谷
济源：王屋山
三门峡：黄河丹峡旅游区、豫西大峡谷
线路2:湿地峡谷
这条线路以黄河峡谷及湿地旅游为主题，主

要以黄河流域峡谷风光景观、湖泊、湿地风光、生
态旅游区景观为主。主要城市与景点有：

郑州黄河国家湿地公园—商丘民权黄河—三
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济源黄河三峡

第三主题：治黄水利水工研学之旅

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楚河汉界景区、河
南黄河花园口风景区、黄河博物馆、南水北调穿黄
工程、黄河大堤

洛阳：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景区、陆浑水库
焦作：武陟嘉应观
商丘：民权葵丘会盟台
三门峡：黄河三门峡大坝风景区
安阳：滑县汉代大堤
开封：悬河、城摞城遗址、兰考东坝头、焦裕禄

纪念馆、焦裕禄治黄体验点

免门票送礼物 景区优惠多多

亲近黄河 感知黄河 畅游黄河
——我省发布“中华源·黄河魂”黄河文化旅游线路

（
之
一
）□本报记者 刘春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