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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烜）从见证“入窑一
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神韵，再
到踏访古朴斑驳的七里老街，9
月 28日，专程来到禹州市神垕
镇体验钧瓷文化的东北客商
赵佩军连声感慨：“走进神垕，
就像走进一座特色民俗博物
馆，让我大开眼界！”

今年国庆、中秋喜相逢，许
昌市重点围绕“智慧之旅”“休闲

之旅”“体验之旅”，“烹制”一道道丰
盛的文化旅游“大餐”。

“曹魏古城，智慧之旅。”位于许昌市中心城区的曹魏古
城，是许昌三国文化旅游核心景区。自 10月 1日起，曹魏
古城将连续举行特色浓郁的“魏王巡游”文艺表演、旅游商
品博览会暨美食展、非遗展演等活动，吸引各方游客感受三
国名城的“文化之韵”。

“宜居花城，休闲之旅。”9月27日，在鄢陵国家花木博览
园，五彩缤纷的鲜花组摆吸引眼球。该园区绿化面积达
1000亩，种植花草树木2000多种，不远处的鄢陵建业绿色
基地，已建成6万平方米的智能温室和星空帐篷房车营地、
哈顿星球成长学院等多个主题功能区。

“神垕古镇，体验之旅。”禹州市神垕镇既是独步天下的
钧瓷艺术发祥地，也是一座千年古镇。10月 1日至8日，神
垕镇将举办“钧窑献宝”“汉服快闪”“开窑有礼”“爱国主题
电影周”“钧瓷艺术大师作品展”“古街购物鉴宝”等精彩活
动，让游客享受盛大的“钧之宴”。③9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实
习生 钱程）令人期待的国庆
中秋 8 天长假转眼即至。
为了迎接这一难得的长
假，开封市全部 A 级以
上景区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积极筹备节
庆活动，打造景区新亮
点，开展丰收节、中秋节、
国庆节系列旅游活动，推动
文旅业快速复苏。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我省
主会场活动设在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村，9月 22日与丰收
节活动同步启动的河南农业嘉年华将成为国庆中秋长假里
的“新宠”。有机红薯、巨型南瓜、山野蜂蜜等特色农产品琳
琅满目，还有蔬汇高科、汴州粮仓、花开盛世等现代农业展
区，有吃有喝有玩头，颇值一看。

清明上河园景区丰富演出内容，节庆期间每天 120场
演出轮番上演，同时推出的“穿越回宋朝过中秋”“中秋文化
节抖音挑战赛”等活动，将带给游客超值体验。

以府衙文化、包公文化为主打的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开封府，将为广大游客献上一系列精彩演出和互动游园活
动，每日不间断展现厚重的包公文化、府衙文化、廉政文化
和中秋文化，让广大游客过足文化瘾，过一个宋韵中秋。

随着中国开封第38届菊花文化节日益临近，万岁山大宋
武侠城即将开启一场“穿越”的party。作为一家大宋主题和
武侠文化的景区，游线全新升级，《好汉行》《侠客行》百场演艺
共闹中秋，经典保留节目《水浒街》系列情景剧《三打祝家庄》
《武松醉打蒋门神》不间断上演，让游客玩得开心、游得尽兴。

此外，铁塔公园、朱仙镇启封故园、包公祠、天波杨府、
汴梁小宋城等景区也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纷纷策划
了多项主题活动。

为迎接中国开封第 38届菊花文化节，长假期间，游客
们还能欣赏到由中国菊艺大师精心培育的珍稀菊花，提前
感受菊花文化节的靓丽风姿。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臧佳佳）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漯河市将推出“幸福
沙澧 出彩漯河”十月嘉年华系列文化旅游体
育优惠活动，为广大游客献上精彩的文旅体
盛宴。

许慎文化园景区：举办国庆中秋“琴心颂
月祭先贤 桂子飘香迎中秋”表演、“状元及
第”巡游、舞蹈《礼仪之邦》《丽人行》《无价之
姐》及“梦回汉朝”万人汉服爱国游等活动。
景区对市民免门票；10月 1日至 8日，全国各
地游客均可穿汉服免费入园游览。

漯河市博物馆：10月 1日至4日举办免费
考古学术讲座、花好月圆迎中秋月饼DIY、中
秋古诗词贴画DIY、美丽中国朗诵表演、投壶
体验、寄语祖国、小小讲解员免费讲解、中秋
国庆八天乐电影大放送、青花瓷盘DIY、青铜
宝鼎DIY等活动。

郾城区美术馆：9月 27日至 10月中旬，举
办漯河市“中华汉字文化名城”主题书法篆刻
作品展。

“双节”期间，漯河市还将设置双汇广场、
黄河广场等20个街艺演出点位，开展“幸福漯
河大家演”暨文化实践员文艺文明进广场进
社区活动，为市民和游客送上音乐、戏曲、杂
技等特色表演；举办 2020全国心意六合拳研
讨会暨交流大赛、全国时尚广场舞交流大会、
全国橄榄球比赛、河南省青少年跆拳道邀请
赛暨漯河市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等体育赛
事，点燃全民健身热情；以“漯河文化、漯河老
家”为主题，举办线上公共教育活动和线下课
堂展演等系列活动。

此外，漯河市小商桥景区将对市民免门
票开放，南街村景区、沙澧春天生态园门票半
价优惠。漯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包括室外田
径训练场、健身路径、笼式篮球场、笼式足球
场免费开放，漯河游泳馆门票半价优惠（周一
闭馆）。③8

梦回汉朝时
文旅新体验

尝丰收喜悦 品宋韵文化

漯河

开封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双节”假期，安阳这座“会飞的城市”将再次“飞”起来。9月
28日，记者从安阳市相关部门了解到，9月 29日至 10月 5
日，第十二届安阳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以下简称“安阳航空
节”）将在安阳市举办。本届航空节有哪些新看点和新亮
点？记者进行了打探。

飞行表演

从开幕式当天到国庆节，安阳市将邀请国内知名团队，
连续3天在国家体育总局安阳航空运动学校进行特技飞行
表演和跳伞、动力伞、热气球、航模、直升机编队表演；每晚在
市民文化广场组织300至 500架无人机编队灯光秀和热气
球巡游表演。

“五展一会”

“五展”，即通航特种设备展、无人机应用场景展、联通
5G应用体验展、青少年航空运动科普展、特色扶贫产品展；

“一会”，即“北斗系统在智慧城市领域应用研讨会”，将邀请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北斗人、国家导航
重点实验室专家团队，现场交流北斗系统在智慧城市、智慧
农业、智慧旅游等领域的具体应用。

民俗文化

在安阳航空节期间，观众们除了可以“享用”一场场
“视觉盛宴”外，还可参与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文化活动，感
受千年古都厚重的文化氛围。其中，文化美食集市将于 9
月 29日至 10月 13日在市民文化广场及两馆广场两侧举
行，以“非遗+文创”为主题，设置传统文化区、原创设计
区、民俗创新区和手绘工艺区，并与民族联欢快闪表演、
美食大会相结合，观众们既可饱眼福又可饱口福。此前
公开评选的十佳“安阳礼物”，也将在集市上集中亮相。

爱好摄影的朋友还可参与摄影大赛和摄影展。安阳航
空节期间，凡是通过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关于“安阳航空
运动文化旅游节”话题的照片、视频，均可参加摄影大赛，转
发、评论、点赞数量靠前的，可获得物质奖励，优秀作品将集
中展出。③8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9
月 28 日 19：00，“ 逆 风 而
行”2020中国·洛阳龙门
诗会在洛阳龙门石窟举
行。这标志着以“古都
新生活·潮涌新龙门”为
主题的龙门石窟金秋文
化艺术季系列文旅活动
正式启动。

据悉，该活动共将推出
“逆风而行”——第二届龙门
诗会暨龙门石窟研学旅行课程
体系发布、“黄河明珠——龙门石窟国
际书法名家邀请展”启动仪式暨“千年绝响——龙门书风学
术讨论会”、龙门石窟申遗成功 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5项主要活动和2项主题活动。

其中，以“帝都国潮 龙门腔调”为主题的“龙门新时
尚”——国庆、中秋文旅活动，将于10月 1日至10日举行。

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活动旨在落实洛阳市委、市政府“古都新生活·时尚
洛阳城”文旅惠民品牌活动精神，扎实开展好龙门石窟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系列文化旅游活动，丰富河洛文
化旅游节文化内涵，繁荣国庆、中秋“双节”文化旅游市场，
高标准打造龙门石窟黄河流域文化地标，努力打造国际人
文交往中心核心地、引领区，擦亮“古今辉映、诗和远方”城
市名片。③8

赏花品钧 感受三国文化

飞翔之都“双节”开飞

古都新生活 潮涌新龙门

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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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曲艺节
满满文艺范

平顶山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王冰珂）9 月 28日，平顶山市文化艺术
中心内张灯结彩，工作人员正在为第十届中
国曲艺节做最后的准备。据介绍，活动将于9
月 29 日晚开幕，持续至 10 月 4 日，恰逢“双
节”来临，为平顶山增添了满满的“文艺范”。

作为我国最高规格、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级曲艺盛会，本届曲艺节将采用现场演出和
线上展演相结合的形式进行。9月 29日至 30
日，现场演出3场；10月 1日至10月 4日，在中
国曲协《曲艺》杂志融媒体上进行 4场全国优
秀曲艺节目展演，有抗疫题材的曲艺新作苏
州评弹《秀发》、反映全国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的群口评书《中国机长》，还有聚焦脱贫攻坚
奔小康主题的节目。

据悉，中国曲艺节及国庆中秋“双节”期
间，平顶山还将开展“鹰城韵曲艺情”第十届
中国曲艺节群众文化活动曲艺专场、“老家河
南鹰城艺韵”戏曲专场演出、湛河区铜器和广
场舞展演、叶县中秋诗会和戏迷擂台赛、郏县
美食文化周和三苏文化诗词大会、舞钢市水
灯文化节和锣鼓秧歌表演等群众文化活动。

平顶山市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中国曲艺
城”“中国书法城”“中国汝窑陶瓷艺术之乡”
等十多张文化名片。该市旅游资源也丰富多
彩，拥有旅游单体 4205个，位居全省第二，其
中不乏尧山、中原大佛、灯台架等禀赋高、组
合度好的风景名胜。

前不久，平顶山有效整合全市文化旅游
资源，面向全国发行了休闲度假年卡，每张60
元。游客办理年卡后，可以不限次数游览尧
山、二郎山、三苏园、灯台架、阿婆寨等35家景
区。

乡村游也是平顶山的一大亮点。近年
来，平顶山利用自然资源、传统村落和红色
文化优势，打造了宝丰县观音堂林站石板河
村、郏县冢头镇李渡口村、叶县辛店镇桐树
庄村等一大批“网红村”，等待游客前去“打
卡”。③6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温小娟

今年国庆恰逢中秋，这个“双节”，是我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
阶段后的第一个黄金周。其间，全省将推出 450 项文旅主题活

动。到景区旅游，仍需预约。
按照文化和旅游部最新要求，“双节”假期，旅游景区接待游

客量上限由原来最大承载量的 50%上调至 75%。省文化和
旅游厅要求，各旅游场所要继续保持警惕状态，做好安全
游览工作。5A级旅游景区和重点4A级旅游景区严格落
实分时预约制度。游客可通过景区的官网、微信公众
号、小程序、电话等渠道，提前实名预约门票。

8天的长假正在赶来的路上，去哪儿玩、怎么
玩？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最美的中秋赏月地在哪里？

今年洛阳是央视中秋晚会的举
办地，届时将举办庚子中秋赏月仪

式。此外，不容错过的赏月地
还有著名的嵩山“嵩门待

月”、鸡公山的“楼台赏
月”、老君山的主

峰赏月等。

同时，在清明上河园游船赏月，又风雅又浪漫。云台山的“云溪夜
游”，各个3D奇妙场景则让人分辨不出天上人间。

想带孩子出游去哪里？

满足孩子假期出游，郑州周边就有不少去处。这个“双节”，银
基冰雪世界奇幻魔术节再度来袭，带你近距离见证魔法的神秘力
量。清明上河园、建业电影小镇每天有近百场节目轮番上演。在
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一轮“巨型明月”将出现在“西部餐厅”外，夜
幕降临后，400架无人机将点亮夜空。喜欢武术的，可以去温县陈
家沟景区体验功夫之旅，届时将有全球祭祖、大师收徒、精彩展演
等活动。濮阳的杂技文化旅游园区和东北庄杂技文化园区，都有
以杂技为主题的各类演出。

哪些景区值得一去再去？

河南的几大旅游名片少林寺、龙门石窟、云台山、清明上河园，将
不停推出夜游、演艺节目、音乐节等新项目，的确值得一去再去，常去
常新。还有一些客流量相对没有那么密集的景区，也非常值得打卡。
如浚县古城景区的清官巡街、舞狮表演，大伾山景区的鼓上舞蹈开门
迎宾、美猴王表演等节目，青天河景区的舞龙、舞狮、活雕塑铜人和悬
空人物艺术表演，嘉应观景区推出的《雍正皇帝开门迎宾大典》《雍正
皇帝拜谒禹王》等系列演艺活动，平顶山墨子文化旅游区的《尧山传
奇》大型室内舞蹈剧演出等。

“上山下乡”的小众玩法，也很酷

秋高气爽，正是赏红叶的好时节。环翠峪风景名胜区、宜阳县
花果山、宝泉旅游度假区、新乡南太行的万仙山是看红叶的好
去处。金秋赏菊则可以去清明上河园、万岁山·大宋武侠城、中
国翰园、天波杨府、商丘火神台景区。在许昌五彩大地景区，
可以看千亩花海景观紫藤长廊，最火网红草粉黛乱子草也
非常炫。此外，新郑红枣小镇的大枣、荥阳王村镇的无花
果、孟津的香梨、灵宝寺河山以及洛宁的苹果，都成熟在
枝头，等待游客采摘。

诗词大会，全省有三场

“双节”期间，我省大型诗词大会就有三场，
分别是荥阳市“刘禹锡杯”诗词大会、郏县三苏
园诗词大会、三门峡黄河公园黄河诗词大
会，将分别邀约诗词达人“一决高低”。

此外，河南省艺术中心保利小
剧场、大卫城二楼多功能厅等
郑州市内主要小剧场，将公
演话剧、儿童剧、歌舞
剧、音乐剧、相声
等精品小剧场
节目。③6

图为许昌曹魏古城 本报资料图片

图为开封水系工程 本报资料图片

图为洛阳夜景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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