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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

一个个景区、一块块运动场地、

一抹抹运动身影，展开了一幅“全域

旅游·全民健身”的生动画卷。

近年来，新乡南太行旅游度

假区深入推进全域旅游和全民健

身深度融合，依托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八里沟以及国家 4A级景区

万仙山、天界山、九莲山、关山等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打造出了

以独特旅游资源为基础的重要旅

游新名片。

4月 7日，新乡南太行八里沟

景区、万仙山景区分别荣获 5钻、

3钻智慧景区。以此为重要契机，

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在2021中

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开幕前夕大放异彩，书写出“全域

旅游·全民健身”的华美新篇章。

全域旅游 全民健身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骑行赛道，鸟语蝉
鸣、太行环绕，在感受骑行快感的同时，还
能欣赏周边风景，感觉不虚此行！”这是一
个拥有 10年赛龄的郑州车手发自肺腑的感
慨。

2021年 3月 27日至 28日，随着全民健
身大会的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4000余名
徒步爱好者和 200余名骑行爱好者，从八里
沟景区游客中心出发，一路驰骋奔腾，穿梭于
太行山，在欣赏丛山峻岭的壮美的同时，感受
到了比赛带来的快乐。据了解，“走在春天
里”2021新乡南太行群众登山踏青季暨“徒
步中原”全民健身大会，是新乡南太行旅游度
假区大力实施全民健身活动，坚持“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的又一力作。从战略定位上来
看，活动成功举办，更是实施以“体”促“旅”，
打造体育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名片”的又一
次生动实践。

为什么大家都说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
具备天然的“运动基因”？

那就不得不提到，万仙山国家攀岩公园
得天独厚的岩壁资源，2010年被国家体育总
局评为“国家级攀岩公园”，是国内第一个也
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攀岩公园。目前已开
发出红岩峡谷、通天河、将军峰、黑龙潭四大
攀岩场地，开发各级难度攀岩线路 1000 余

条，平均高度 140 米~200 米，倾斜度约 90
度，雄浑壮美的红岩绝壁和U形峡谷资源备
受国际、国内攀岩专业运动员和广大爱好者
的青睐，并先后于2014~2018年在此举办全
国攀岩分站赛。

在与新乡南太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振利交谈中得知，八百里太行的“奇、
险、峻、秀”在南太行得以充分展现，新乡南太
行拥有风景优美的崖上健身步道、惊险刺激
的挂壁公路以及国家攀岩公园等丰富而独特
的户外运动资源与条件，并已成功举办多届
徒步登山、自驾穿越、户外运动嘉年华、攀岩
节等大型户外活动，受到国内外户外运动爱
好者的喜爱与称赞。

“新乡南太行将以此为契机，为文化和旅
游活动注入新的体育元素，让游客在旅游的
同时体验到健身、竞技的乐趣。”张振利说。

智慧旅游 引领创新

据了解，自 2013年新乡南太行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成立以来，八里沟、万仙山、九莲
山、天界山、关山、秋沟、齐王寨七大景区握指
成拳，先后纳入公司经营管理的范围，2020
年 1月 7日，新乡八里沟景区被正式列入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名录，成为河南文化旅游
的新亮点。

景区开发项目持续推进，随着健康、养生
类项目的引进、落地、建成，加速推进旅游与

健康、文化、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
踏着“旅游+”“互联网+”前进的节拍，数

字、信息、网络技术，使景区智慧旅游不断登
上新高度。从网上预订到在线支付，从数字
购票到扫二维码进入，从视频实时监控到
LED屏信息发布……在南太行景区，便捷的
服务已成为可感可触的新体验，新乡南太行
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智慧时代。

4月 7日，一则重磅消息振奋人心，新乡
南太行八里沟景区、万仙山景区分别荣获 5
钻、3钻智慧景区。近年来，新乡南太行先后
投入数百万元，建设了以“智慧管理、智慧
服务、智慧营销”为基础的智慧景区软硬件
体系，在线购票、快速入园、无线 WiFi、客
源数据分析等智慧景区模块，均已实现无
缝对接。

此外，张振利还提出了更高的战略定
位，未来，新乡南太行将坚持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进一步激发景区的智慧化建设
热情，提升文化旅游服务、管理、营销、体验
的智能化，促进文化旅游业态向综合性和融
合型转型提升，加快 5G 时代下文旅融合的
发展步伐，为每一位游客带来全新的旅游
体验。

全景太行 共绘画卷

七大景区风光迥异，共同描绘出巍巍南
太行的壮美画卷——八里沟剑锋千仞，飞瀑

鸣涧；万仙山红崖绝壁雄伟壮丽，山乡风韵曼
妙秀雅，特别是人工开凿的1250米的绝壁长
廊令人叹为观止；而关山的天柱峰，天界山的
云峰画廊，九莲山的小西天，秋沟、齐王寨的
民俗风情体验等，如今令游览过的客人流连
忘返，赞叹不已。

在欣赏壮美画卷的同时，我们也能深切
感受到新乡南太行对于市场营销的思路与巧
妙之处。以“体育+旅游”为契机，多年来在
万仙山景区内“武林雄风起，论剑南太行”的
品牌始终叫响全国。多年来，新乡南太行万
仙山国际武术节曾迎来世界各地武术名家和
爱好者，齐聚于此。

再有就是“徒步中原”全民健身大会、中
国万仙山攀岩节亚洲杯攀岩赛、中国·新乡南
太行自驾旅游文化节等体育赛事的成功举
办，全方位、多层次、全覆盖的宣传营销体系，
别出心裁的营销活动，塑造了南太行大“体
育+旅游”的品牌知名度，也交出了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

未来，新乡南太行还将全面落实全民健
身和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以品牌打造为抓手，增强融合发展和
开放意识，拓展“体育+”形式内容，努力实现
群众体育活动水平整体提升，充分发挥南太
行独特山水资源和人文历史优势，大力开发
山地户外运动文化，全力打造知名体育旅游
品牌，使新乡南太行早日成为国际攀岩胜地
和国内户外运动胜地。

清幽山乡南坪

挂壁公路

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游客中心广场

新乡南太行八
里沟景区桃花湾

新乡南太行 全景绽芳华

世界第九奇迹 亲子狂欢乐园

春天来了，五一将至，您是否想走进恐龙
遗迹园，探访亿万年前的恐龙帝国？

西峡恐龙遗迹园距沪陕高速丹水出口 5
公里，距西峡县城 25公里，1100亩的大型恐
龙主题公园，主要由地质科普广场、仿真恐龙
园、恐龙蛋遗址展馆、恐龙蛋化石博物馆、恐
龙馆组成，综合运用实物展陈和技术手段，将
原始和现代、自然与人文紧密结合，全景再现
了“一代霸主”的繁盛与变迁。

仿真恐龙园是亲子入园后的第一玩乐场
所，28种 58只大型恐龙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
霸王龙、三角龙、甲龙、戟龙等形态各异、活灵
活现，让人仿佛回到了亿万年前。

恐龙蛋遗址展馆是世界唯一一座以恐龙
蛋化石原始埋藏状态与发掘现场为展陈方式
的展馆；在 236 米深的馆洞中，已剥离出
1000多枚恐龙蛋化石，仍可见300多枚原始
埋存状态的恐龙蛋化石。

恐龙蛋化石博物馆总面积3500平方米，
中央大厅、恐龙蛋化石和骨骼展厅、动感 4D
影院、恐龙纪元、仿生恐龙园等，仿佛在为我
们讲述恐龙帝国的传奇。

漫步恐龙馆，依次走进地球厅、海洋厅、

生命演化厅、恐龙世界、恐龙骨骼化石发掘现
场、火山体验厅等，感受沧海桑田，回望岁月
变迁。

3000万元塑身整形 科技赋能创新

去年春天，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旅游业遭
受重创。然而，西峡恐龙遗迹园却将“疫情之
危”变为“转型之机”。景区斥资3000万元对
景区“梳妆打扮”，以项目更新迭代加速文旅
融合，描绘着“诗和远方”。

据了解，去年，仿真恐龙园新增 12种 29
只大型恐龙雕塑，游客一入园区就穿越到恐
龙时代。

恐龙蛋遗址展馆，蛋形展馆的外形重塑，
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之地。恐龙猎食橱窗

“动当其时”，360度全息展柜以三维虚拟画
面实景成像，展示了中华贝贝龙从蛋胚胎发
育到孵化成龙的过程。

恐龙蛋化石博物馆升级了仿生恐龙园，
新增产蛋地展示系统、恐龙蛋识别、达尔文实
验室、恐龙纪元等互动项目。恐龙纪元展示
了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时期的恐龙空间，
其中 40米长的穹顶天幕再现了恐龙生活的
四季场景，给游客带来全新的视听盛宴。

恐龙馆里，新增的两处 L型巨幅折幕投

影、虚拟互动墙、VR恐龙、魔幻沙盘、保卫恐
龙蛋、恐龙魔法书等项目妙趣横生，改造升
级后的火山厅，让游客亲临火山爆发时地动
山摇、岩浆喷涌、热浪扑面的震撼现场。

“文化+旅游+科技”深度融合的智慧文
旅时代已经到来，科技感、沉浸式、参与性的
旅游体验，让景区厚重的文化内涵深入人心。

活动缤纷亮相 精彩值得期待

“西峡归来不看龙”！联合国世界公园处
官员库穆和雅鲁舍克赞叹道：“这是我见到的
世界独一无二的展馆，是对下一代的重大贡
献。”

西峡恐龙遗迹园以全新的形象在世界恐
龙主题大舞台上震撼登场，一个丰富多彩的
恐龙生活园区令人叹为观止，一个个精彩纷
呈的主题活动将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的目光。

今年 5月底，第二届亲子嘉年华即将拉
开帷幕，一场有准备的狂欢、无边界的成长，
期待您和孩子的参与。

6月份，以“豫鉴‘中’园，嗨在伏牛山”为
主题的中国南阳恐龙地质文化旅游节，将带
来一场饕餮恐龙文化盛宴。届时，世界地质
公园管理专家和恐龙研究、古生物研究、地质
研究领域的专家将激情上演“头脑风暴”。

金秋九月，“尊师重教月”系列活动设坛
拜师。景区将邀天下名师，话研学国是，回应
家校双方对研学实践的新关切新期待，探讨
政策性研学与市场化研学互动共促的新路子
新模式。

上月，省文旅厅发出了《学党史、提品质
全省 A级旅游景区“2021质量提升年”行动
方案》，景区将再投入2000万元，以创新科技
赋能传统文旅项目，借助现代技术为游客打
造恐龙时代的原真体验。

与此同时，景区正寻求与专业团队合作
开发文创产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活”起来，让恐龙遗迹园的文化旅游项目
“火”起来。

她正向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旅游目
的地的目标，不断加快步伐……她步履铿锵、
高歌猛进，已经吸引更多聚焦的目光，也必将
使这张名片日益闪亮！

她的过去，您没有参与，也不必遗憾；她
的未来，能共同见证，才值得期待……

穿越白垩纪时代，探秘“世界第九

大奇迹”，与恐龙来个亲密接触……

游客纷至沓来，尽享惊艳之旅。

“一带一核三山五区”的河南文

旅发展格局已然奠定，建设文旅强

省的步伐铿锵有力，站位中原更加

出彩的关键时期，西峡恐龙遗迹园

以文旅融合、创新驱动、科技赋能铺

就高质量发展之路，使远古遗迹焕

发出勃勃生机。

激情六月，中国南阳恐龙地质

文化旅游节将在这里精彩绽放，“穿

越白垩纪，就趣恐龙园”亲子狂欢节

和“邀天下名师，话研学国是”等系

列活动依次展开，西峡敞开了大门，

恐龙伸出了双臂，拥抱四海宾朋，共

享出彩成果。

□张莉娜

旅游热线：
0377—69778999
0377—69778666
网址：www.klyjy.cn

西峡恐龙遗迹园▲

▲恐龙蛋遗址展馆

4D影院

豫鉴“中”园 嗨在伏牛山

恐龙馆

恐龙蛋遗址天井

西峡恐龙遗迹园：文旅融合 科技赋能 铺就高质量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