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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
“网红”博物院回归，重

磅活动等你来

河南博物院主展馆自 9 月 24 日
宣告正式回归后，让全省甚至全国各
地的文博爱好者兴奋不已。

阔别 5年重新回到大众视野，河
南博物院自然是做好了足够的准备，
不仅推出了“泱泱华夏，择中建都”这
样的“重磅”基本陈列展览，还别出心
裁地推出“国宝特展”，将以实物、图
文以及多媒体等手段，全面展示此前
在央视《国家宝藏》节目精彩亮相的
贾湖骨笛、妇好鸮尊等国宝的发掘出
土过程。

“双节”期间，河南博物院还推出
“特约讲解”活动，由首席讲解员担任
授课老师，每天主题不重复，以“学堂
授课+国宝探秘+文创手工 or实践体
验”的形式进行授课，从 10月 1日开

始，相继讲授我与亲人同邀月、考古知
多少、最早的中国、千年帝都“洛阳”、
商城往事“郑州”、智慧之城“安阳”、
东京梦华“开封”、“确认过眼神，我是
国宝守护人”等课程，每节课仅限报名
20对亲子家庭，感兴趣的游客赶紧报
名约起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郑州
博物馆推出“我们的节日——中秋节”
社会教育活动，通过情景再现、吟诵经
典、探索天体等形式阐释和演绎中秋
文化，让参与者感受中秋魅力，激发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同时，还
推出了“托举国旗”等活动，向观众普
及与“国旗”相关知识。

“线上+线下”阅读，厚
植爱国情怀

“双节”期间，省少儿图书馆推出
升旗仪式、“童梦剧社”系列活动、“童

心助战‘疫’”主题作品展等形式多样
的线下活动，以及故事会、手工坊、小
厨与大厨等不同主题的“云端少图”
线上活动，助力小朋友们度过一个愉
快假期。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
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省少儿图书馆
从 10月 1日起延长开放时间，中午不
闭 馆（9:30—17:30），到 馆 人 数 从
1200人增至1500人。

为了让孩子们感受祖国的强大
与美好，培养小朋友的爱国情怀，郑
州图书馆准备了启源故事（讲述郑州
好人故事）、小手绘国旗、3D手绘国旗
以及爱国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国
机长》等电影展映活动。

省图书馆则推出了“猜灯谜迎中
秋”“迎中秋 庆国庆”传统文化诗词
大赛等活动，重温诗词之美，感兴趣
的读者可登录省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扫码答题，开启诗词之旅。

观展览、赏秋色、看表
演，“诗和远方”触手可及

9月 26日，“中原风·黄河魂——
河南省优秀美术作品展”在省美术馆
亮相。该展览多角度体现中原文化、
黄河文化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内在联
系和精神气质，感兴趣的公众不要错
过。展览持续至10月 8日结束。

“双节”8天长假，不能远游的观
众，不妨到郑州园博园欣赏美丽秋
景，还有丰富多彩的古彩戏法、动物
互动等活动让您乐在其中。

自 9月 19日大型歌舞《黄帝千古
情》正式启动首演以来，黄帝千古情
景区迅速成为河南旅游全新网红打
卡地。“双节”期间，您还可以带上家
人朋友，去看一场《黄帝千古情》，享
受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感受“老家
河南”黄帝文化的博大精深。③9

“双节”假期，带您抵达“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国宝探秘、追溯“中

秋”、电影展映……今年

国庆、中秋“双节”期间，

我省各大文化场馆推出

了一系列精彩的文化活

动，让你不出远门也可

抵达“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刘春香

“食住行游购娱”，在旅行
的六大要素中，“食”当仁不让
排 在 第 一 位 ，足 见 其 江 湖 地
位。国庆中秋假期期间，开封、
洛阳、郑州、信阳等地仍是热门

美食旅游目的地。除了开封小笼
包、洛阳水席、羊肉汤、信阳炖菜等

“大牌”，我省还有道口烧鸡、许昌豆
腐宴、驻马店面炕鸡、濮阳壮馍、平
顶山揽锅菜等丰富的美食。长假期
间，我省不少地方还推出了各具特
色的美食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前往

打卡。
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办的 2020 中

国郏县（第三届）美食文化周暨首届郏
县饸饹节将在长假期间举行。在郏县
龙山街道北大街美食广场及附近区
域，各路饸饹面高手将摆开擂台一决
高低。据悉，本地还有冢头镇张红旗
饸饹面、筋麦郎饸饹面和许记、张记、
马记等老字号、大品牌。

周口市淮阳区是个品尝鱼宴的好
去处,这个号称“漂在龙湖上的绝版古
城”盛产肥美的鱼类。每逢旅游旺季，
前来渔家乐吃饭的游客不断，煎闷鱼、
炸鱼块、鱼头汤，各具特色。龙湖由西

柳湖、弦歌湖、南坛湖和
东湖四块湖区连缀而成，渔家
乐集中在湖的周边。

和地方风味小吃相比，全省还有
不少地方能一站式品尝到美食“大拼
盘”。长假期间，鄢陵建业大食堂“迎双
节”嘉年华活动将启幕，游客可以一边
品尝美食，一边观看豫剧等演出。三
门峡灵宝函谷关的秦人码头、云台山
岸上小镇、驻马店皇家驿站、平舆芝麻
小镇、巩义长寿山风情小镇、新郑千稼
集、原阳同盟古镇等地，均灯火辉煌，美
食飘香，晚上不打烊，尤其适合“夜猫
子”休闲撒欢儿。③3

跟着美食去旅行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
暖花开”。这是海子的诗，也是很
多人的愿望。民宿就生长在这个
愿望里。虽然身在河南，没有机会
面朝大海，但背靠大山、面朝一汪
清水的民宿在河南却比比皆是。
想让这个假期过出“调性”，这些民
宿值得你翻山越岭去住一晚。

焦作“云上院子”
“废墟”里的美学

在“云上院子”的大门前，废墟
一样的石头随意地静默着。有的
人看了，认为是个还没有垒好的

“半拉子”工程，有的人却惊叹“美
到令人敬畏”。“云上院子”的创始
人彭志华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因此
赋予了“云上院子”独特的建筑思
考。不少房间里仍然保留着原来

的石头，稍加改造，居然是时尚的
茶桌，简单中蕴含着独特的匠心。

济源“小有洞天”
民宿业的颜值担当

石头房、土坯墙，外面看着如
农家一般，推门一看，却真的“小有
洞天”。由济源文旅集团打造的这
家民宿集群，已成为我省民宿业的
颜值担当。这里原本是一个废弃
的村落，改造时不惜花重金对老房
子进行了保护，残墙断壁被当宝贝
一样，嵌入民宿。比较方便的是，
民宿紧邻王屋山景区和王屋山老
街，白天爬爬山、夜晚去老街品尝
一下美食，是不少游客的选择。

鹤壁“灵泉妙境”
牛棚里喝杯咖啡

“牛棚咖啡”“羊圈西餐厅”“猪

舍茶吧”，可别笑，这的的确确是这
家民宿最为独特的地方。“灵泉妙
境”的投资商是河南中旅集团，董
事长唐伟平虽然几乎走遍了全世
界，归来却仍然是那个“乡村少
年”。做旅游出身，自然最懂得游
客需求。和不少民宿尽让游客发
呆不同，“灵泉妙境”的房费里包含
着丰富的体验项目，在牛棚里喝咖
啡、在羊圈里吃西餐、在猪舍里喝
杯茶，都包含在内。

新县“老家寒舍”
乡下感受“日韩风”

2019 年 9 月 16 日，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新县“老家寒舍”民宿，与
民宿主人韩光莹一家亲切交谈。

“老家寒舍”从此火到基本订不到
房。“老家寒舍”院落很小，却极其
精致。店主韩光莹曾常年在韩国、
日本等地工作，因此也给这家豫南

小院平添了许多“日韩风”。院门
打开，美景尽在眼前。

重渡沟“牛家小溪”
朴实的就是最美的

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朴实
能干，言语活泼，吸引着不少网
友。上山能砍树，回家能抡锤。
牛大嫂今年学会了玩抖音，每天
分享自己真实的生活：“这会儿已
经半夜十二点了，可是预订的客
人还没有赶到，我瞌睡得不能行，
可也不能睡。”“今天上山砍些竹
子，回来做个摇椅。”“最好的房间
永远是留给客人，我们一家几口
随便凑合凑合就行。”正是这样真
实的日子，让“牛家小溪”迅速和
游客拉近了距离。在民宿越来越

“酒店化”的背景下，“牛家小溪”
体 现 的 ，正 是 民 宿 最 可 贵 的 朴
实美。③6

这些地方，翻山越岭也要住一晚
□本报记者 曹萍

国庆、中秋“双节”将至，
很多人准备长假期间举家出
游。如何做好疫情防控、保障
出游健康？记者 9月 29日获
悉，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发出提示，当前仍处于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人
们应尽量避免非必要的跨境
旅游，可正常安排国内旅行；
旅行期间要做好防护措施，同
时谨防诺如病毒感染、食物中
毒等。

根据提示，目前我国各地
均为疫情低风险地区，可以正
常旅行，旅行期间要服从旅行
目的地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
求。同时，要准备免洗手消毒
液、消毒湿巾、口罩等物品；注
意与他人保持距离，勤洗手，
密闭和人群密集处要佩戴口
罩；乘坐飞机、火车等交通工
具时要遵守秩序和乘务人员
管理要求，妥善保存票据以便
查询。

如旅途中出现发热、乏
力、干咳等症状，应立即到就
近的医疗机构就诊，取消或中
止旅行。旅行归来，继续做好
个人健康监测，应自我观察
14天，一旦出现身体不适，及
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
的旅行史。

节日期间聚餐和在外就
餐机会增加，要注意预防诺如
病毒感染或食物中毒。“不吃
未烧熟煮透的食物、未经消毒
的奶、未削皮的水果、生的蔬
菜，不喝生水。不采摘、食用
野生蘑菇和野生植物。外出
就餐时，注意选择正规、卫生
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疾控
专家提醒。③3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
9月 29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
悉，预计国庆假日期间，我省
多阴雨天气，气温起伏较大。
其 间 ，最 高 气 温 将 跌 至
16℃—18℃。

省气象台预测，10月 1日
夜里至 3日，受西南暖湿气流
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全省大部
分地区有小雨，其中 2日至 3
日黄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
大雨；4日至 6日，省内大部以
多云天气为主，7日，全省又会
有一次弱降水过程。4 日夜
里到 5日凌晨，西南部部分地
区有雾；6日夜里和 7日夜里
到 8日凌晨，京广线以东部分
地区有雾。受持续冷空气影
响，1日夜里至 4日，全省有 4
级左右偏北风，阵风 6级到 7
级；3日起，全省大部气温较前
期下降 6℃—8℃，最高气温
将降至16℃—18℃。

由于长假期间雨水较多，
且雨天路滑、能见度低，户外
活动和出行请做好防雨准备，
并注意行车安全。③8

“双节”天气
早知道

关键词：多雨 降温

出游防疫
不放松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这个长
假，到濮阳看杂技又多了好去处。
9月 29日，濮阳县娄昌湖杂技园开
园，娄昌湖民间杂技文化艺术节启
动。艺术节将持续至 10月 8日，其
间，娄昌湖12个杂技小院将轮番上
演精彩节目，让游客过足杂技瘾。

濮阳县清河头乡娄昌湖村杂
技历史悠久，该村现有260户 1146
人，其中 70%的人从事或参与杂技
演艺事业，现有专业杂技团体 13
个。他们常年在国内外进行演出，
先后获得多项大奖。

“十一”期间，娄昌湖村的 12
个杂技小院将上演杂技狂欢。环
吊、空中游绳、秋千飞人、花样顶
碗、车技、走钢丝、蹬技、钻桶、浪桥
飞人等不少精彩杂技节目将轮番
上演。

艺术节期间，濮阳县还将同步
举办第三届乡村旅游节，包括濮水
小镇戏曲文化节、庆祖镇瓜果采摘
节、渠村黄河鱼汤节等36项文旅活
动。③8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香味扑鼻的胡
辣汤、鲜活可爱的糖人、极富地方特
色的浆面条……9月 29日，达士营
村首届美食文化节为游客带来了一
场饕餮盛宴。这个位于南阳市卧龙
区七里园乡的“网红村”，让周边群
众在家门口就可以来一场打卡全国
各地美食地图的舌尖之旅。

据了解，此次美食节从 9月 29
日开始至 10月 5日结束。作为美
食节的核心，主办方精心组织筛选
了 500家本地美食品牌，邀请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家特色美食品
牌，共搭建摊位近800个，本地特色
小吃、人气小吃和外地美食等一应
俱全。

为期7天的美食节还将通过开
展美食大赛、厨艺大赛等一系列活
动，进一步提振本地餐饮行业信心，
提升消费活力，带动假日经济、地摊
经济和夜市经济。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9月 29日，
记者从三门峡市相关部门了解到，
国庆、中秋假期，三门峡市各大景区
将举行各种盛大活动迎接游客登山
赏景，并推出优惠活动。

陕州区“甘山晟境”10月 1日将
举办盛大迎宾活动，现场音乐会、趣
味毛毛虫、松鼠跳跳跳、欢乐套套
套、挤眉弄眼吃饼干、摸石头过河大
行动等诸多亲子乐趣活动，都将给
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旅游体验。

渑池县仰韶仙门山景区10月 1
日将举办“彩陶坊杯”首届元气登山
节，参加登山节的游客，有机会赢取
奖品。

“来灵宝旅游最高可获奖金
15 万元”，为吸引团体游客，灵宝
市出台《灵宝市“促文旅消费 决
战金秋季”旅游奖励政策》，设立
旅行社团组奖、自驾游车队奖、专
列团组奖，同时，住宿酒店在团购
价基础上再给予优惠。团体游客
还可享受函谷关、亚武山、娘娘
山、燕子山等景区的门票费用减
免政策。③8

杂技狂欢饱眼福

乡村佳肴等你来

文旅盛宴不停歇

地方游速览

南阳

三门峡

9月 29日，郑州市植物园改造后的展览温室
全新亮相。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白龙庙村民宿（9
月24日摄）。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9月 29日，讲解员在罗山县红25军军部旧址
何氏祠讲解革命故事。⑨6 陈世军 摄

娄昌湖民间杂技
文化艺术节

9月29日至10月8日

达士营村
首届美食文化节

9月29日至10月5日

陕州区“甘山晟境”
迎宾活动

10月1日

渑池县仰韶仙门山景区
元气登山节

10月1日

游

住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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