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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冬季依然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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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游不淡反热 河南文旅唱响“四季歌”
2020年，“一笑倾城的甜野少年”

丁真，以一己之力带火家乡四川理塘，
可谓是2020年的最佳“冲顶人”。他无
论如何也想不到，因为去买泡面被偶遇
拍摄，一举走红。

同样是因为泡面，同样是在 2020
年 11月份，河南老君山景区也因一句

“远赴人间惊鸿宴，老君山上吃泡面”而
强势霸屏。

特别之处在于，此次老君山的走
红，并不仅仅为景区带来了热度，更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量，这个运营 13
年的景区迎来了开业以来最好的成绩：

2020年11月、12月两个月，老君山景
区收入7000万元，是2019年同期的7倍。

2020年老君山全年主营收入 2.96
亿元、综合收入超 3亿元。主营收入相
比 2019 年同比增加 64.28%，入园游
客、单月收入、单日收入、非假日收入、
新项目增长等，均刷新历史记录。

疫情之下，全国旅游行业元气大
伤，业内很多知名景区游客量至今仅恢
复到往年的五成左右。老君山却逆势
上涨，成绩骄人。

并非只有老君山。
在太行山的林州石板岩镇高家台，

因自然形成了绝美的 140 米“太行雪
松”也紧随其后，大火出圈。

全省各地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
推出一批高品质冬游产品,形成了需求牵
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再现“天鹅满湖”盛景。当地举
办白天鹅旅游季活动，开行“三门峡 天
鹅号”旅游专列,激发冬游市场潜能，以
独特的冬季旅游优势，成功入选“2020
年度中国冬游名城”；

——雪景、冰挂，有更多的景区“不
封山，只疯玩”。洛阳白云山、焦作云台
山、西峡老界岭、驻马店嵖岈山、林州红
旗渠到处客流涌动；

——泡温泉、观冰挂、滑雪等成为
游客“打卡”热门项目。三门峡高阳山
温泉、陕县温塘温泉、平顶山温泉、各地
滑雪场愈冷愈“燃”；

——清明上河园、建业电影小镇、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淇县朝歌老街等
一大批新业态新项目，活动频繁，高歌
猛进，一派生机；

河南，补齐冬季旅游的短板，唱响
了文旅发展的“四季歌”。

非常之年取得的这份非常成绩，着
实不易，在寒气逼人的冬季带给人一股
暖流。开顶风船，下先手旗，河南文旅
业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作
用凸显。看似突然走红的事件，绝非偶
然。背后是我省文旅强省战略的重要
支撑、是“老家河南”品牌的持续发酵、
是更多的文旅产品“菜单”上线，多方发
力，为“量变到质变”打下坚实根基。

雪后初晴，一对对青年男女向雪而行。
女孩子们身披一袭红披风，衣袂飘飘。待行
至那金顶之上，置身于一个晶莹剔透的冰雪
世界，不由让人怀疑这是天上还是人间。

雪中情，雪中景。这不是金庸笔下的神
仙眷侣，却是老君山的众多年轻游客的真实
写照。

没错，景美，人更美。白雪映照的老君
山、熠熠生辉的金顶、红衣飘飘的“神仙妹
妹”，这样的盛世美颜，怎不令人向往？

老君山雪景年年有，为什么今年就火了？
“老君山的成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不

是突然爆红，而是久久为功的结果。一场雪
只是一个引爆点。”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局长徐雷这样回答。

“其实早在10年前，老君山就开始了视频
宣传营销，只不过那时候，我们的团队还是山
顶上孤独的拍摄者。”回忆当年的情形，徐雷记
忆犹新。就是这样一直在年年月月坚持不停
地拍，不停地在尝试。“2020年 11月 21日，天
气预报老君山要下雪，拍摄团队就在山顶等
着。雪后的第一天直播，老君山抖音官方号就
有200万人次观看。一个点就突然爆炸了。”

其实，2020的开局之难，令所有人猝不
及防。景区关门，店铺停业，形势严峻，老君
山人怎么办？徐雷说，“董事局主席杨植森带
领大家定下发展基调，疫情期间，老君山宣传
力度不减，市场声音不断，项目推动不停。别
人不做，我们做了，反而是机会。本着‘抱团
取暖 互惠互利’的原则，老君山整合了一大
批优质的广告资源，宣传效果以一当十。”

坚持创意营销，坚持立体营销模式，老君
山有全年无歇的创意活动落地实施。仙山花海
节、观海避暑节、复工热干面、粽子拼《离骚》、金
婚庆典、五彩秋趣节、一元午餐……市场上声音
不断，特别是“一元午餐”活动，经央视连续报
道，已成为老君山旅游惠民的典型例证。

2020 年老君山继续抓住短视频暴发契
机，借助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文旅者创作
大会，邀请了“头部网红”来景区采风，大网红
带动小网红，产生裂变，带动了上亿粉丝关
注。再加上央视、纸媒等传统媒体推波助澜，

户外媒体持久营销，形成立体传播矩阵。
“头部达人”去引爆，还需要“腰部达人”

去放大。为更多激发网友和员工的创作激
情，集团公司出台“2020年老君山短视频奖
励政策”，从内而外激发了员工的创作热情，
使更多的网红达人参与老君山的视频传播。
不少员工“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成为网
红。以老君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张鹏远为
例，他 2020年 11月 25日拍摄的一条抖音视
频，极美的雪景获得 190.7 万的爱心点赞、
10.8万的评论、12.6万的转发量。

网友小毛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因为你这
条短短的视频，我驱车8小时远赴人间。”

千千万万个“小毛”的打卡观光，成就了
老君山。游客量达到暑期高峰期水平。为了
保证服务品质，老君山通过每天限流一万人
的政策进行调控。

“感谢老君山，让我找到了黄金周的感
觉。”山下一家火锅店老板由衷地感慨。

各家饭店都赚得“嗨皮”，住宿、商贸、公
共交通等行业消费，也实现逆势增长，栾川酒
店入住率在冬季达 70%以上，县城酒店在周
末首度出现了爆满局面，显示出强劲的消费
拉动效应。

2020年 12月 28日上午，栾川县酒店业
商会、栾川县酒店业协会将一面印有“旅游拉
动经济复苏 一山带火一城繁荣”的锦旗送至
老君山景区。

栾川县酒店业协会会长黄忠良表示，其
实栾川县这些年一直在想方设法刺激冬季旅
游，终于在今年迎来丰收，酒店业是受益者之
一。“美好时光、智选假日、富源商旅、尚客优
连锁，这么多酒店，生意都不错哇。”

据栾川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宋伟
介绍，县内景区密切合作，将各自特色结合在
一起，为游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鸡冠洞
景区对持有老君山门票的游客实行门票半价
优惠政策，做到了有效引流。推出了“伏牛山
滑雪+老君山”“伏牛山滑雪+鸡冠洞”“老君
山+鸡冠洞”“鸡冠洞+野生动物园”等多条冬
游栾川精品线路。元旦小长假，栾川县共接
待游客 7.43万人次，综合收入 5425.27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119.4%、148.83%。其中，新
晋4A级景区竹海野生动物园游客量、收入增
幅 均 达 50%以 上 ，伏 牛 山 居 温 泉 增 幅 达
30%，九龙山温泉接待增幅在 200%以上，均
创历史新高。

2021年元旦，栾川县伏牛山滑雪度假乐
园人头攒动，前来感受冰雪魅力的游客络绎
不绝。

“雪场开园后这一个月，今年游客人数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80%，收入也翻番。”洛阳
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总经理任献国满怀喜悦。

今年的客人为什么这么多？那是“开闸
效应”“抢先效应”“点火散烟效应”“头羊效
应”在综合发挥作用。任献国一连用了四个
效应来总结概括。

他具体分析说，受疫情影响下，人们格外
需要放松，雪场比往年提前一二十天开园，引
起“开闸效应”“抢先效应”，周末能达到五六
千人。老君山火了，引起“点火散烟效应”，雪
场蹭到老君山的热度，分流过来不少游客。
此外，雪场今年与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合作，组
织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前来训练，不但保证
了基本客源，运动员优美、专业的动作，本身
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吸引更多滑雪爱
好者前来欣赏学习，产生“头羊效应”。

“滑雪运动投资大，是个贵族运动，比高
尔夫‘还家伙’。”任献国笑称。他说，雪场已
经陆续投资 4个亿，一方面在专业性上头独
领风骚，让专业滑雪者来此挑战极限，一方面
丰富针对普通游客的“娱雪区”体验，让更多
人感受、体验，参与到冰雪运动上来。

“滑雪运动最大的魅力在于不断地摔倒、
爬起，这个过程可以锻炼小孩子们不怕困难、
挑战自我的品格。”从信阳来滑雪的游客张与
亮说，已经带儿子连续来了三年，就是为了磨
炼他的意志。

近年来，我省滑雪设施日趋完善。目前
有被誉为中原第一滑雪场的洛阳伏牛山滑雪
度假乐园、登封嵩山滑雪场、巩义嵩顶滑雪度
假区、平顶山尧山滑雪场、信阳商城金刚台飞
鹰滑雪场等，设施齐全，滑道多样，让游客在
林海雪原之间，体验刺激和冒险。

“河南冬季旅游市场的升温，首先
归功于河南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的成
绩，让大家能安心游览。其次，河南人
口众多，周边相邻几省也均为人口大
省，3 小时高铁圈覆盖 4 亿人，在本地
游、周边游具有独到的优势。当然，更
重要的一点还是河南的冬季旅游产品
供给丰富，品质提升很快，让游客愿意
前往。”对于河南冬游市场的“异军突
起”，中国旅游协会旅游营销分会副会
长、中青旅联科执行总经理葛磊认为这
是必然。

进入冬季，我省抓住时间窗口，全
省冬季文旅消费季大幕在驻马店拉开
后，河南省“老家河南 冬游中原”推介
团“南下北上”，把河南的冬季之美传
播到大江南北！各大景区推出的免费
优惠等措施，令人心动。旅游+航空的
跨界组合营销方式，一直到2021年 3月
31日，乘南方航空抵达河南的乘客，到
嵩山少林寺景区、洛阳白云山景区、焦
作云台山景区、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
区、平顶山尧山景区、南阳老界岭景区、
商丘芒砀山景区、驻马店嵖岈山等 5Ａ
级景区旅游，享受免门票优惠政策。为
配合冬季旅游产品的推广，全省各地还
策划了近百项冬季旅游主题活动，如洛
阳的“隋唐洛阳城 最潮中国年”活动、
温泉滑雪旅游季、伏牛山冰雪旅游节，
三门峡的三门峡白天鹅旅游季活动，新
乡的“览太行冬韵 赏万仙风光”冬季户
外登山健身活动，开封的“大宋上元灯
会”等活动。

作为研究旅游营销方面的专家，
葛磊分析认为，河南老君山、林州“太
行雪松”的走红，恰好迎合了互联网时
代“小众、秘境的”等产品需求，正符合
互联网颜值经济的传播要点，更是河
南省近年来大力推动新媒体营销结出
的硕果。

自 2019 年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
持续加强与今日头条、抖音、腾讯、快
手、携程等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合作。
尤其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全国
文旅行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通过
平台整合、流量叠加、营销转化等方
式，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文旅复苏新
路径。

连续两年举办全球文旅创作者大
会，其中 2020 年大会总传播量超 70
亿。同时培训本地创作者7000多人次，
为“老家河南”打造了一支留下不走的
宣传队。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
闭幕式上还启动了 2021云台山惠民卡
售卖仪式，面向全国游客发售 2021 年
100元全年不限次进入惠民年卡。截至
当晚 8时，云台山惠民年卡发售已超过
32万张。2020年“快手网红文旅大会”
系列营销活动则聚焦洛阳，以推动文旅
消费为核心，以创作者扶持和电商扶贫
为重要手段，开展十大活动。活动期
间，河南文旅相关视频播放量接近 41
亿，点赞接近 1 亿，较去年同期增长
233%和215%。

同时，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携程集团
合作举办“老家河南·清凉一夏”系列活
动。与腾讯合作举办“牡丹奖”全球文
化创意设计大赛、“老家河南·黄河之
礼”2020国际文旅创意设计季活动，一
批“黄河之礼”落地生产。

参照最流行的凡尔赛体，可以这样
讲，“云海、金顶”不是老君山的特色，服
务才是。宣传推广、丰富产品之外，河
南也在不停提升服务品质，提升游客满
意度。同为北方，如果说冰雪景色全靠

“老天爷赏饭吃”，河南则是将服务做到
极致，彰显老家河南的待客诚意。各大
景区比着“宠粉”，老君山景区有“1元午
餐”和免费的豆腐汤、红枣姜茶；云台山
也有免费的热水、姜汤；白云山的高山
羊肉汤、雪地大烩菜等美食，每位游客
仅收费10元；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送游
客暖宝宝、面包和热饮；清明上河园景
区为游客免费提供消杀用品、免费发放
口罩。各景区的贴心服务受到游客一
致点赞，让游客感觉“汤是暖的，心是
暖的”。

上下同欲者胜，以上率先者强！省
市县各级主管部门齐心合力，众文旅企
业紧紧跟，让冬游市场愈加丰富多彩。

春节将至，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
我省加快将人文历史优势转化为文旅融
合优势。商丘火神台庙会、淮阳太昊陵
庙会、鹤壁浚县
庙会等文旅活
动年味儿十
足 ，冬 游
市 场 即
将迎来
又一个
热
潮。在
2021这
个“十四
五”开局之
年 ，河 南 文
旅迎着更美好的
明天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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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从一座山到一座城，栾川“点火散烟”更加繁荣

“今年我可真是沾着‘太行雪松’的光
了。”林州市王相岩宾馆写生基地老板杨凯
实话实说，“搁往年基本关门了，但今年冬天
我家 130多间房，周五周六周日三天都是满
房，周一到周四入住率也有一半。”

杨凯所说的“太行雪松”，是一个高达140
米高的悬崖冰挂，因形似雪松而得名。网友

“齐齐的户外世界”这样激动地形容它：“纯天
然，无雕刻，惟妙惟肖，独一无二，精美绝伦。”

“太行雪松”所在的林州市石板岩以丰富
的冰雪旅游资源及完善的配套服务，吸引着
众多游客到此写生创作、摄影取景、观光游
玩。此外，林州的千瀑沟冰蘑菇、络丝潭冰
挂、太行风情滑雪场等地，也吸引更多游客来

此“寻冰”。去年 12月份一个月，全市接待
游客突破10万人次。

不少网友感叹，老君山的一把火，又烧到
林州了。

往年，进入12月份后，石板岩镇游客大大
减少，全镇旅游业基本进入长达四个月的“冬
眠”，今年是如何烧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石板岩镇党建专职副书记郭强介绍，为切
实扭转这一现状，石板岩镇出台了电费补贴政
策，倡导写生基地、农家院等营业场所改善提升
供暖设施，冬季正常开门营业。入冬后，石板岩
镇与写生产业协会及时沟通协调，要求写生协
会要走出去，结合今冬全国艺考，主动对接各类
写生院校，引导学生前来写生创作，备战艺考。

“冬季写生实现了零突破，截至元旦已经
来了1750名考生。”郭强说。

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和措施，“写生+旅
游”双产业结构在林州“热”了起来。峡谷写生
持续受到各大美院的欢迎，投资2亿元的苍溪
花街写生美术基地的投入运营进一步提升了人
气，写生人数日均达到2万次，全年接待学生近
百万，成为“百万学子画太行”的独特现象。一
峡谷冬的魅力尽情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据林州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副书
记、局长徐学军介绍，元旦三天假期，林州市
共接待游客 10.46万人次，与 2019年相比增
长 81.48%，旅游收入 6061.32 万元，与 2019
年相比增长65.78%。

从“三季常有客”到“四季都很热”，林州终结“冬眠”

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闭幕式
在云台山举行

2020年“快手网红文旅大会”在洛阳举行

在广州举行的河南省冬季文化旅游
产品推介会

冬日的老界岭宛如童话世界
洛阳栾川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洛阳栾川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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