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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绘蓝图 文化谱新曲

洛阳白云山：依托高端度假优势 注入多样文化元素
□程芳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山巅之上，白云悠悠，最能勾起人
对仙境的想象，如果人间有这么一处
美丽、悠闲、神秘的所在，那一定就是
洛阳白云山了。这里曾在中国国家地
理杂志社主办并与全国媒体联合组织
的“中国最美的地方”评选活动中，荣
膺“媒体大众组”与“网络手机人气组”
两个奖项的第一名；也曾让书法大家
启功先生挥笔写下“人间仙境白云山”
的题词。近年来，洛阳白云山通过不
断强化管理服务、扩大品牌宣传、布局
休闲度假，以美丽山水绘织蓝图，以文
旅融合谱就新曲。

凸显“黄金海拔”优势
打造休闲度假胜地

八百里伏牛，绵延起伏。洛阳白
云山位于河南洛阳西南部的伏牛山
腹地，地跨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流
域，处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气候过
渡带。平均海拔 1800 米，1300 米以
上的山峰有 103座，森林覆盖率高达
98.5%，有动物 275 种，植物 2000 余
种，风光旖旎、气象万千，这里还被誉
为“人间仙境”“自然博物馆”“森林氧
吧”，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AAAAA
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康养试点建设
单位、中国十佳休闲胜地、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

2014年 9月，瑞贝卡集团入驻白
云山，开创了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开发
建设的新纪元。白云山的主要服务
区位于海拔 1300 米—1600 米的“黄
金海拔”，借助景区内丰富的高山森
林、湖泊、瀑布资源，瑞贝卡集团开发
了玉皇顶、小黄山、九龙大峡谷等观
光区，白云湖、情人谷、森林氧吧、高
山牡丹园、留候祠、芦花谷等休闲区，
建设了特色运动项目射箭、团队拓展
基地、丛林穿越、玻璃栈道、九龙天

桥、玉皇顶索道、九龙索道等体验类
项目。投资 2.2 亿元，高标准建设了
白云国际度假酒店、白云人家度假酒
店、云栈精品酒店等一流的酒店住宿
配套，以及特色酒吧街——北欧风情
街等休闲娱乐场所。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完善的高
端休闲度假设施吸引了大量中高端度
假群体。尤其是暑期，海拔和森林覆
盖率“双高”的白云山最高温度不超过
25℃，负氧离子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
7572 个，是避暑康养的绝佳去处，白
云山上的酒店住宿也是“一房难求”。
2016年以来，洛阳白云山累计接待游
客 705.11 万人次，其中酒店过夜游
客 205 万人次，酒店平均客单价 685
元。随着洛阳白云山“休闲度假好去
处”的产品优势和品牌定位被越来越
多的游客认知，度假区门票、车票、索
道收入和酒店住宿、餐饮收入的结构
也发生了变化。2018年以来，酒店住
宿、餐饮收入在旅游综合收入中的占
比以每年10%以上的增长比例在逐年
提高。

结缘高端围棋赛事
扩大品牌声量

“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香山
居士”白居易晚年归隐龙门香山寺，与
好友“棋罢嫌无敌，诗成愧在前”。河洛
之地的围棋文化源远流长，文人雅士、
耄耋稚童，学棋、赛棋氛围浓厚，洛阳也
有着“全国围棋之乡”“百段之城”的美
誉。2017年 12月，洛阳白云山冠名国
内等级最高、奖金最高的职业围棋大
赛——中国围棋棋圣战，并将冠军奖金
由60万元提高至80万元，一时引发社
会极大关注。其实，在 2015年、2016
年，洛阳白云山已成功举办了两届“洛
阳白云山杯”围棋世界冠军邀请赛，积
累了丰富的高端围棋赛事承办经验。

2018 年第三届“洛阳白云山杯”
中国围棋棋圣战连笑卫冕冠军；2019
年第四届“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棋
圣战柯洁战胜连笑，加冕“新棋圣”。
一次次云巅对决、高手过招，不仅吸引
了诸多媒体的目光，也让洛阳白云山

成了全国围棋爱好者的聚焦点，扩大
了白云山的品牌声量。

2019年 12月，第五届“洛阳白云
山杯”中国围棋棋圣战在北京拉开帷
幕，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在开幕
式上说，棋圣的内涵就是追求卓越，中
国围棋棋圣战落户洛阳白云山后，已
成为中国围棋的品牌赛事。通过持续
举办这一高规格的专业围棋赛事，“围
棋文化”也已深深植入洛阳白云山的
品牌之中，追求卓越也内化为白云山
的企业文化。2021年 5月 14日至 16
日，第五届“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
棋圣战挑战者决定赛将在郑州举办，
届时，八强选手将决出本届的挑战者
席位，最终在白云山进行本届挑战赛
的“云巅对决”，决出“新棋圣”。

云集摄影名家创作
汇聚影像力量

影像是人类的第二语言，具有“不
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特点，可以达到

“一图胜万语”的传播效果。洛阳白云

山的山、石、云、水、林等地质、气象资
源多样，尤以极顶日出、鸡脚晚霞、云
海奇观、九龙连瀑、高山平湖、森林氧
吧等特色景观，一直以来吸引着诸多
摄影家前来拍摄创作。

2020年 8月 16日，洛阳白云山旅
游度假区联合中国摄影报社、河南省
摄影家协会举办了十位中国摄影金像
奖名家白云山采风活动，邀请了著名
摄影家刘鲁豫、刘军、朱恩光、宋刚明、
雷声、刘宽新、卢现艺、李英杰、周梅生
等走进白云山，用镜头记录和展现了
白云山夏季云海翻涌、飞瀑流泉、松林
森森、平湖如镜的美丽自然景观。活
动吸引了来自山东、河北、安徽、上海
及省内各地市200多名摄影爱好者到
白云山参加名家摄影分享交流会。

为持续强化名家摄影的圈层影响
力，2020年 10月 27日，洛阳白云山旅
游度假区再次举办十位中国摄影金像
奖名家白云山金秋采风活动，邀请了
岱天荣、谢墨、梁达明、石永亭、李刚、
李英杰、高辉、黄利平、陈大志、周梅生
等十位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再次汇
聚白云山，开启了一场高层次、高水平
的摄影创作和交流活动。为能让更多
摄影家参与到白云山风光摄影创作中
来，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对市级摄

影家协会会员免除门车票，对各省省
级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不仅免除门车票，还免除度假区内的
索道和所有二次消费项目费用。

2020年以来，洛阳白云山举办了
“中国森林氧吧·醉美人间仙境”洛阳
白云山生态摄影大展、中国摄影金像
奖大师白云山风光摄影展等活动，以
摄影镜头记录下的大自然最灵动、震
撼的美打动观众，吸引更多创作者汇
聚白云山凝结艺术的力量。

临近“五一”假期，灵动的山水、缥
缈的云海、怒放的牡丹、葱郁的森林交
相辉映，完美地呈现出“人间仙境”独
特魅力。值得一提的是，郑西高速尧
栾段已于去年正式通车，这段最美的

“云中高速”直通白云山，开启了白云
山的“快旅慢游”时代。游客从郑州、
洛阳、许昌、平顶山、南阳等方向前往
白云山，可以缩短1小时车程，腾出更
多时间享受“人间仙境”的惬意旅行。

灵动山水绘蓝图，多彩文化谱新
曲。立足实施“十四五”规划、筑梦新
征程的开局之年，“中国最美的地方”
正在奋力书写中原更加出彩的“白云
山”篇章，“中国顶级旅游度假胜地”将
成为中原大地最耀眼的明珠，完美绽
放于白云之上、伏牛之巅。

老君山巨轮：奋楫扬帆再出发
□周向毅

一句“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人
间盛世颜！”，让更多人对洛阳老君山
有了刻骨铭心记忆。

在迈向文旅融合、科技创新的高
质量发展征程中，老君山交上了漂亮
的年度“答卷”：2020年，全年入园游
客180万人，实现主营收入3亿元，入
园游客、单月收入、单日收入、非假日
收入、新项目增长等，均创历史新高。

如何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发展理念，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发展优势？如何在疫情之下、危机
之中寻求转型创新先机，实现业绩的
爆发式增长？老君山人扬帆逐梦、奋
楫争先，为老君山这艘乘风远航的巨
轮增添了无尽的动力。

精准决策：勇立潮头踏浪行

回想 2020年 12月 28日，老君山
文旅集团董事局主席杨植森收到一
面锦旗，锦旗上“旅游拉动经济复苏
一山带火一城繁荣”的十几个大字熠
熠生辉，也让人感慨万千。

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老君
山把初心落在行动中，一手抓抗疫，
一手抓经营，全力稳市场，彰显了一
个国家 5A 级景区的责任担当，托起
了老君山主营收入从1.83亿元到3亿
元逆势上扬的曲线。

去年年初，中国旅游业突然被按
下了“暂停键”。作为栾川全域旅游
的主战场，老君山应该怎么办？杨植
森提出了“防疫情、保稳定、练内功、
谋发展”，防疫不放松，发展不停步，
两手抓，两手硬的指导思想。老君山
在旅游市场开放之前，已经为复工开
园做好了充分准备。

团队是一个平台发展的重要支
撑，老君山团队更是激发了超常的战

斗力、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出业内瞩
目的“老君山旅游跨越发展”效应。
疫情期间，老君山营销中心本着“花
小钱 办大事”的原则，以“峰林仙境·
十里画屏”为主题，通过央视、卫视、
广播、高铁、地铁等媒介全力推广，实
现了品牌的持续深化。

管理方式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
能，“高层决策、业务细化、区域管理、
责任到人”的16字科学管理模式深入
人心。旅游旺季，老君山全体员工更
是吃住在景区，重要岗位 24 小时值
班，使游客真切感受到安心、放心、开
心、舒心、温心……

创意营销：逆势扬帆赢市场

有这样的一组“逆势而上”的惊
人数据，冰雪雾凇节的首个周末，景
区迎来 3.2万名游客打卡；雪后的 10

天里，景区美景 12次登上央视，微信
检索指数增长近百倍，百度搜索指数
增长10倍，抢占抖音等短视频热搜榜
榜首，抖音定位在“老君山风景名胜
区”的视频曝光量达5亿。

是什么催火了老君山？坚持创
意营销，立体式的营销思路、全年无
休的创意活动、独具特色的推广手段
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纷至沓
来。

丰富多彩的事件营销和品牌活
动，催热了旅游市场。每年夏季的老
君山观海避暑节；国庆黄金周期间，

“一元午餐”火爆网络；仙山花海节；
复工热干面；粽子拼《离骚》；金婚庆
典；五彩秋趣节……品牌活动和事件
营销，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迎来游客好评如潮。

今年以来，老君山创新新媒体营
销，以短视频暴发契机，借助省文旅
厅组织的文旅者创作大会契机，带动
了上亿粉丝关注。截至目前，定位老
君山风景名胜区的抖音阅读量已超
过28.5亿人次。

一次次果断的创新及尝试，让老
君山不断地贴近游客；一系列创意营
销活动，使老君山的游客量集聚增
加。历经十余年砥砺创新，“自然+节
庆+文化+市场+扶贫”的老君山营销
模式呈现“政治引领、特色创新、系列
策划、品牌建设”的良好发展态势，也
使更多游客向往老君山、爱上老君
山。

创新驱动：奋楫笃行勇争先

道虽迩，不行不至。历经 13 年
倾力打造，15亿元巨资投入，山水灵
秀、文化氤氲的老君山完美呈现于伏
牛山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或金顶
赏雪、或林中漫步，或步道徜徉……
这不仅是一个国有林场到一个 5A
级景区的炫彩蝶变，更是“栾川模式”
在发展历程中的“绿色”创新转型之
路。

2007年 8月，老君山深度开发的
大幕拉开，景区每年投入1亿元资金，
以重点项目撬动转型升级。

老君山因道教始祖老子归隐修
炼于此而得名，走进老君山，山峰、索
道、栈道、古树相映成趣。老子文化
苑成为老子文化的重要载体；中灵索
道正式运营；君山金顶道观群落完美
呈现，氤氲着非常之“道”。景区游客
中心，山顶游览步道，穿云、步云、飞
云水平栈道等一个个重点项目，助推
着“一轴两翼七大功能区”的大旅游
格局的形成。

此外，大数据风起云涌，智慧旅
游为老君山插上了奋飞的双翼。去
年以来，老君山加大智慧景区建设。
指挥调度、票务系统、应急应答、信息
播报、数据统计、语音导游等软硬件
的全面扩容提升，预约购票、扫码入
园、在线咨询、在线支付，起到了严控
疫情、减少拥堵的重要作用。

旅游业进入“人在游、网在看、云
在算”的新常态，老君山打造了“线上
与线下”“虚拟与现实”立体融合互动
的旅游产品，智慧旅游高效便民，“数
据线上跑、用户线下游”相得益彰，

“一部手机畅游老君山”也变得越来

越精彩。
2021年，老君山景区高质量发展

的步伐加快，与此同时，全面推行预
约限流制度，坚持疫情常态化管理，
通过预约限流为游客打造安全舒适
的游览环境。营销发力，确保省内市
场稳定增长，实现省外半径 1500 公
里以内的客源市场快速崛起；创新现
代营销手段，实现老君山从网红山向
品牌山的跨越。

今年 4月 7日，老君山成功斩获
最高荣誉——智慧旅游5钻景区。智
慧旅游改造升级，管理系统、服务系
统、营销系统全面满足需要，不断引
入新技术，改造升级，完善系统，堵塞
漏洞，不仅满足当前老君山旅游需
要，而且放足余量，为老君山未来发
展预留空间。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向着
未来，向着梦想，向着“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道家文化圣地、最具吸引力的养
生度假胜地、最具亲和力的旅游目的
地”的目标，老君山巨轮乘风破浪再
出发。

玉皇阁 李英杰 摄

仙山艳遇·鸡角尖 牛记卫 摄

“老君山巨轮”的掌舵人杨植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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