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白云之巅，赏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北
国风光；驻陆浑湖畔，观晨岚缥缈、鸥鹭翔集的
壮观景象……这个冬天，“大美嵩县·净享自
然”舒展冰雪画卷、喜迎八方游客。

12月 12日，熙熙攘攘的人流聚集在洛阳
泉舜购物广场“畅玩”嵩县冰雪。在因“雪”而生
的嵩县冰雪节推介现场，一道集吃、住、行、游、
购、娱于一体的文旅大餐新鲜出炉，包含冰雪欢
乐游、文化研学游、养生保健游、美食体验游、渔
猎文化游、多彩民俗游的多条精品冬游线路，传
递着赏雪景、品民宿、过大年、闹元宵、乐滑雪等
冬游主题，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获取冬游信息。

嵩县冰雪节启动之后，周边城市的游客纷至
沓来。白云山滑雪场、白云小镇滑雪场也相继开
门迎宾，为游客提供了冬季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滑雪太过瘾了！原本是带孩子来玩儿，
没想到冰上碰碰车、雪地摩托也让我们玩嗨
了。”12 月 13 日，在木札岭速龙滑雪场，“80
后”爸爸王先生开心地说。

冰雪产业活力奔涌，冬季旅游成为嵩县新名片。
“游客穿越冰雪世界，还可享受洗心洗肺的

冰雪之旅。”白云山景区营销总监程芳说，冰雪节
期间，该景区推出了“冰雪奇遇季”，除了赏冰雪冰
挂、观高山雪凇、与雪地萌宠互动，在海拔2000多

米的伏牛之巅，来一个热气腾腾的高山雪地火锅，
一定让你有“冰火两重天”的别样感受。

洛阳木札岭景区总经理马海峰表示，该景
区第四届冰挂旅游节已经开始，赏雪景、观冰
挂、看冰瀑成为冬季旅游的亮点，100多处冰
雪奇观交相辉映，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
带给游客“不一样的冬天”。

天池山景区正在举办冬之韵摄影大赛，以
此展现冬日韵味。同时，景区新建的玻璃水漂、
七彩滑道、森林穿越、高空秋千、越野卡丁车等
娱乐项目，也将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

嵩县围绕冰雪冷资源，巧做冬游大文章。
按照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包含多个景区的冬
景、滑雪、民俗、住宿等一大波惠民福利将掀起
新一轮冬游嵩县的热潮。接下来，两程故里新
春庙会、5A嵩县新春灯会、民俗文旅集市、陆
浑开渔节、玉皇山星空灯光秀等文化民俗活动
此起彼伏，将把“老家河南，嵩县过年”主题活
动推向高潮。

冰雪盛宴邂逅“诗与远方”，塑造了嵩县旅
游新形象，也必将为构筑 5A嵩县大旅游格局
及全域旅游目的地城市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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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驰骋在白雪飞舞的滑雪场，或邂逅林

海雪原中的雾凇、冰挂，抑或登临白云之巅，

来一顿热气腾腾的雪地火锅……12 月 12

日，以“大美嵩县·冰雪盛宴”为主题的2020

年洛阳嵩县冰雪节暨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

费活动盛装启幕，5A嵩县捧出一场精彩纷呈

的冰雪盛宴，诚邀四海宾朋前来感受“大美

嵩县·净享自然”的冰雪魅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金山银山。”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等三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全国冰雪旅游宣传

推广活动的通知》，开展“感受美丽家乡 发现
户外精彩”主题全国冰雪旅游宣传推广活
动。12月 10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

“老家河南·冬游中原”活动，以此激发冬季文

化旅游市场活力，拉动冬季文化旅游消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行进在新时代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征程中，5A

嵩县以文旅融合、全域旅游为主线，以本届

冰雪节为契机，化生态资源优势为经济发展

优势，做大“旅游+”“冰雪+”文章，让冰雪“冷

资源”成为“白雪换白银”的“热产业”。

不必远赴雪乡，美景就在身旁。
12月 12日下午，古都洛阳，正在举行的嵩县冰

雪节暨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费活动中，嵩县展开一
幅美丽而灵动的水墨画卷，演绎着迷人的冬日童话。

“秉承‘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抢抓
‘旅游带动’战略的有利时机，嵩县正着力破除冬季
旅游‘坚冰’，打造文化旅游的‘暖冬’。值得一提的
是，郑西高速尧栾段将于本月底通车，去嵩县旅游
将更加快捷、方便。”嵩县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本届冰雪节是洛阳冬季文化旅游消费活动
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内，嵩县围
绕冬景、民俗、文化三大主题，充分整合全域文化旅
游资源，精心举办各类丰富的文旅特色活动，推出多
种优惠政策，让游客尽赏豫西民俗、纵享冰雪盛宴。

据了解，进入冬季以来，我省一些山水景区进
入淡季。而事实上，冬日的嵩县增添了暖阳映雪、
踏雪寻梅、云海雾凇、百里冰瀑等奇观，更是韵味独
特。冬季游嵩县，既可避开夏秋旅游高峰期，还能
获得高质量的旅游体验。因此，为了提振冬季旅游
消费，彰显人文历史、山水奇观、美丽乡村的魅力，
嵩县适时提出：打造冰雪旅游盛宴，让“冷资源”

“热”起来，让冬季游“火”起来。
在本届冰雪节，嵩县重磅推出白云山“冰雪奇

遇季”、木札岭冰挂节、冰雪灯光秀、冬季美食月、非
遗展演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冬季文旅主题活动，
更有“嵩上好礼”消费券、白云山年卡、白云山牛气
卡等优惠政策，让您玩转5A嵩县。

如梦如幻的冰雪风光令人沉醉。登临白云山，
连绵群山、茫茫雪野、百里冰凌相映成趣，云海、日
出、冰挂、冰瀑、雾凇等自然美景描绘出一幅静谧的
山水画卷。木札岭冰挂美得令人尖叫——冰瀑层层
复挂，从崖际倾泻而下，宛若银河倒挂，大气天成。

日臻完善的服务供给让人称赞。目前，冰雪交
通明显改善，木扎岭速龙滑雪场、白云小镇滑雪场、
白云山滑雪场等配套齐全、风格迥异，为开展冰雪
运动提供了好去处。总投资34.88亿元的传承黄河
文化九大文旅项目快马加鞭，齐头并进，为冬季旅
游保驾护航。

不断拓展的旅游空间叫人欢喜。冰雪节期间，
嵩县所有景区及乡村旅游点开门迎宾，景区的索道
和玻璃栈道正常运营，两程故里、石头部落、陆浑
湖、手绘小镇等是游客争相的打卡地，精品民宿、农
家小院、特色美食等在拉动游客消费的同时，“搅
热”了不一样的冬天。

❋白云山景区

一、冬日优惠政策:即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门票 30 元/人，

交通费 70元/人。

二、白云山年卡 68元/张

1.年 卡 包 含 景 区 门 票 、交 通

票、玻璃栈道及九龙天桥套票，全

年不限次游览。

2. 使 用 期 限 ：2021 年 1 月 1

日-2021年 12月 31日。

3.实名购票，刷身份证入园。

三、白云山“牛气卡”

抢购价 399 元（限量 1000 张）、

499 元（限量 10000 张）、599 元（限

时抢购）

1.2021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31日，可在白云人家、白云国际度

假酒店、云栈预订房间，房型不限。

2.含双人早餐。

3.该卡不退不换，不可拆分；需

提前预约，接受酒店或房型调剂。

咨询电话：0379-66586666

或关注“洛阳白云山”官方微信

❋木札岭景区

即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木札岭第四届冰雪旅游节起航。

其间，门票 30元/人。

❋木札岭速龙滑雪场

优惠活动：对洛阳市民实行

五折优惠，现执行价：64 元/人，平

时不限时滑雪。

春节滑雪价格：99 元/人，（含

保险，限时 3 小时滑雪），滑雪单板

加收每人 60元。

电话：0379-66586688

❋白云小镇冰雪乐园

冰雪节其间，仅需 32元/人，全

天不限时滑雪

❋天池山

天池山冬之韵摄影大赛已经开

启，设一二三等奖各三名，分别各奖

2000元、1000元、800元。参赛作品

入选者，可全年免门票游览。

“冷资源”热起来——
捧出冰雪盛宴 扮靓多彩冬天

□张莉娜

冰雪“冷资源” 迸发“热经济”
——2020年洛阳嵩县冰雪节暨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费活动盛装启幕

冬季游“火”起来——
做活冰雪文章 塑造冬游新 IP

老百姓“乐”起来——
厚植冰天雪地 助力乡村振兴

冬日的严寒，挡不住人们在冰雪中找寻欢
乐的热情：游客惬意地倚靠在白云国际酒店的
露台，任暖阳洒落身上；到木扎岭，前来感受冰
挂奇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陆浑湖畔，一年一度
的开渔节让人期待；白云小镇，滑雪者的欢笑

声在雪场回荡……
本届冰雪节掀起了冬季旅游热潮，也将成

为带动当地百姓致富、拉动经济转型升级、推
进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书写出“白雪换白银”
的旅游富民美丽图景。

在挂满喜庆灯笼的美丽乡村，农家院里飘
来农家菜的香味儿。每逢周末，来滑雪的游客
多了，白云山、木札岭速龙滑雪场、白云小镇冰
雪乐园附近的农家宾馆、精品民宿也火了。

木札岭16号农家宾馆老板喜笑颜开：“冰
天雪地就是咱的‘聚宝盆’啊。这一波波滑雪赏
景的人来给咱送钱，顶风冒雪的也叫人高兴。
到了元旦、春节假期，住宿和餐饮会更火爆呢！”

走进碧波荡漾的陆浑湖，一只只红嘴鸥在
蓝天白云下展翅翱翔，于万顷碧水上追逐嬉
戏，为冬日增添了灵动的色彩。红嘴鸥与冰雪
节如约而至，引来许多游客纷涌。

陆浑湖畔的胖子鱼庄是个经营多年的老
店，老板郭明利选用陆浑湖的优质鱼类，精心烹
饪出一道道色味俱佳的全鱼佳宴，令人垂涎欲
滴。他表示：“虽然是冬季，但冰雪节期间的游客
多了，胖子鱼庄的营业额便水涨船高、持续攀升。”

在湖的对岸，铁军羊肉汤的停车场停满了
各地的车辆。路边的“炸鱼姐”一边炸着小银
鱼，一边热情地招揽过往的游客。

雪落嵩县，落雪成金。
翩跹而至的冰雪旅游深情地注入嵩县的振

兴大局之中！辐射交通、餐饮、住宿、金融、商务
等多个行业的冬季旅游业正在带动其他产业联
袂而行，冰雪旅游、冰雪体育、冰雪文化互融共
促，旅游大团、自驾车队、房车车队涌入嵩县。

优美的生态环境、纯净的土壤水文、独特的
气候地形，也造就了嵩县优质独特的农产品。
在本届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费活动中，涵盖嵩
县县域优质物产的“嵩上好礼”塞满了都市游客
的后备箱，大自然馈赠的香菇、木耳、羊肚菌、山
核桃、白河银杏果、陆浑小米等原生态产品备受
青睐，银鱼酱、清酒、茵陈汁、代用茶、蚕丝被等
加工产品也使游客爱不释手。

一业兴，百业旺。从发展冰雪旅游到打造
冰雪产业体系，再到强力推动冰雪产业做大做
强，广袤的冰天雪地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
田野，汇聚起加快乡村振兴的澎湃力量。

把冰雪资源化为冰雪文化、冰雪经济。
冬季，“冷资源”迸发“热经济”；夏季，“凉资
源”带来“热效应”，目前，5A 嵩县联动春夏、
带动春秋、驱动全年的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格
局逐渐形成。

冰天雪地不仅蕴藏着巨大宝藏，也孕育了
嵩州人民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顽强品格。牢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凭借
以“冷资源”撬动“热经济”的激情和热忱，嵩县
这列冰雪旅游动车加速驶来，“冰天雪地”和

“绿水青山”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活动精彩 优惠多多

登临白云之巅 饱览北国画卷

冰雪奇观木札岭 冰瀑百里醉游人

白云小镇冰雪乐园 尽情领略冰雪魅力 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湖光山色交相辉映 陆浑湖畔鸥鹭翔集陆浑湖畔鸥鹭翔集

大美嵩县精彩纷呈大美嵩县精彩纷呈 冰雪盛宴喜邀宾朋冰雪盛宴喜邀宾朋

5A嵩县微信公众号文旅惠民消费季 “嵩上好礼”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