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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牛年春节，在“就地过年”的倡议
下，我省的人口红利得到充分释放，为旅游
业添了一把“火”。春节七天，全省共接
待旅游人数3400.68万人次。

虎年春节在即，全省各地各景区
都铆足了劲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为游客端上春节文旅盛宴。新
春游园、非遗社火展演、灯会等特色
活动，“已经在路上”。

——鹤壁庙会最年味。春节期
间，浚县将举办第十四届中国（鹤壁）民
俗文化节。邀请游客在浚县古城、大伾山
景区和伏丘山景区，逛千年庙会、赏中原民
俗、沉浸式夜游古城。

——开封灯会氛围足。清明上河园景区内有《岳飞
枪挑小梁王》等上百场精品演出。还将上演舞龙、舞狮、
财神纳福、民俗巡游等新春特色演出。园区内的上元灯
会·国际灯笼展，由百万个精致灯笼组成的灯展为游客带
来一场艺术与色彩、传统与国际完美融合的赏灯体验。

在开封的万岁山大宋武侠城，有喷火绝技、木
版年画、打铁花等非遗文化表演和夜游灯
光秀、灯展。龙亭景区“大宋上元灯会”
早已成为老百姓过大年闹元宵阖家出
游的首选。开封府、启封故园、包公
祠、中国翰园碑林、开封城墙景区都
有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

—— 芒 砀 山 旅 游 区“ 汉 风 ”味
浓。将举办“汉风中国年”主题系列活
动。“汉傩舞”“秦汉战鼓”“梁王雅苑”

等展演精彩绝伦。夜间“打铁花·舞火
龙”等展演，让游客在芒砀山沉浸式地感

受汉风中国年。
从“三季常有客”到“四季都很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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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游市场
即将迎来又一个热潮。

河南人游河南 本地游温暖中国年

在栾川伏牛山滑雪乐园里自

由驰骋、在三门峡高阳山温泉池中

完全放空、在林州大峡谷冰瀑前欣

赏“童话世界”……年末岁尾，游

客出游热情上涨，冬游市场持续升

温。

疫情常态防控下，各地纷纷发

出尽量“就地过年”倡议，本地人游

本地成为今冬以及春节旅游市场

的主流。12月 27日，“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河南人游河南推广活动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启动。全省

推出免票和门票优惠活动，吸引广

大游客冬游河南。各地依托当地

文化、民俗、冰雪、温泉等资源，开

展郑州建业电影小镇2022年跨年

活动、隋唐洛阳城“风起洛阳 探秘

神都”春节系列活动、开封大宋上

元灯会、洛阳老君山冰雪雾凇节、

白云山冰雪奇妙游等 130 多项冬

季旅游主题活动，以丰富的产品供

给满足游客的出游需求。

□刘春香

曾经，河南的冬季被认为是旅游淡季，
不少景区一入冬便进入了“半休眠”状态。
但近两年，随着冰雪游、温泉游、户外游等休
闲度假项目的走热，河南旅游淡季不淡，唱
响了“四季歌”。

“现在景区免门票，又可以欣赏到其他季
节没有的冰瀑雾凇等奇观，错峰出游是个不
错的选择。”郑州市民王慧说，元旦准备带孩
子去一趟云台山，过个独特的“童话新年”。

和云台山一样，参加“河南人游河南”门
票推广活动的，在全省有 130多家景区。其
中，龙门石窟、龙潭大峡谷、云台山、老君山、
陕州地坑院、郑州绿博园、宝泉、鸡公山、翰
园碑林、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虢国博物
馆、王屋山等景区免门票；太行大峡谷、八里
沟、万仙山、关山、尧山、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等景区实行门票半价；殷墟景区、红旗渠景
区在不同时段有免票和半票两种优惠方式。

“没有景区不景气，只有营销不给力”。为
助力旅游业顽强复苏，全省推广活动全年不
断，市场声浪不停。今年10月，省级财政列支
免门票专项奖补资金1亿元，帮扶景区拉动市
场。432家A级景区积极响应，对全国游客免
门票，免票景区占全省A级景区的 74.48%。
对景区恢复人气起到关键作用。

为叫响“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主题形象，
省文化和旅游厅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
行宣传推广，尤其注重面向Z世代的短视频营
销。我省与头条、快手、哔哩哔哩、小红书等
新媒体平台合作，举办“第四届全球文旅创作
者大会”“第三届快手网红文旅大会”“国潮河
南·B站奇妙旅游节”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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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我省期待已久的新雪终于来到。
冰雪世界带来惊喜与唯美，造成独特的视
觉冲击。

一场雪，让太行山区、伏牛山区变
成了童话世界。新乡南太行的雪景，
每一帧画面都美如壁纸；林州太行大
峡谷随处可见晶莹剔透的冰挂，美轮
美奂；白云山、云台山、老君山上银装
素裹，雾凇成林。

时下，云台山冰雪狂欢节正火热
进行，3000米的壮观冰瀑群和万亩滑雪
场，让游客在河南就能感受到冬奥会的氛
围。

老君山景区继去年以“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
人间盛世颜”走红后，今年持续霸屏。“云端仙境去赏雪”

“冬季旅行必去的人间天庭”等“种草”分享，动人心弦。
在城市周边也有“冰雪世界”。不少游客专程来到银

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这里不仅一年四季飘雪，还有独特的
粉红雪景，奇趣狂欢。

跨年夜，郑州方特欢乐世界将变身为梦幻的“冰雪童
话镇”，游客可以在唯美浪漫的冰雪世界与经典“童话人
物”亲密互动。

滑雪、戏雪等户外运动更是大受欢迎。皑皑白雪和
湛蓝天空交相呼应，一群矫健的身影跃然一跳,从山顶夹

雪带风直冲而下……伏牛山滑雪乐园冬天迎
来了大批游客，在广阔的山林间、在皑皑白
雪中自由驰骋，享受极速滑行的乐趣和
雪地里“撒泼打滚”的快乐。

三门峡是我省冬游目的地重要城
市。看大天鹅、泡温泉是必打卡两大
项目。作为全球数量最多、最集中的
大天鹅栖息地，每年冬季都有成千上
万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抵三
门峡，在这里“与客共舞”。三门峡的

温泉也极负盛名，入冬以来，翡翠丽池温
泉度假酒店、浅水湾温泉宾馆等，在各网

络平台搜索量骤增，陕县大大小小“农家温泉
宾馆”也生意火爆。

“周末度假之旅这里是首选，房间里、露天可以各种
‘泡’，孩子们的水中游乐项目也很多。”游客在高阳山温
泉国际度假区享受到美好的度假生活，且呼朋唤友：“再
不来泡温泉，冬季就过去了。”

省内还有鄢陵花都温泉、建业花满地温泉、郑州香堤
湾温泉、鸡公山依云温泉、商城茗阳温泉、平顶山尧山温
泉等众多温泉度假产品，吸引银发游、亲子游等客群前往
体验。

这个冬天，建业新生活集团助理总裁姚培
被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冬天还演吗？看剧冷吗？

姚培说，幻城 21个剧场 700分钟
的剧目，一年 365天，只要没有不可抗
力，每一天都会如期上演。21个剧场
里面有 14个是室内剧场，所以看剧
并不寒冷。夯土墙的设计，在冬日又
构成不可错过的美景。

网友青岛之夏的留言代表了不少
游客的感受：“这里虽然无法像教科书一
样细数河南，但通过片段的历史再现，勾
起了我想再去继续感知河南的欲望。”幻城就
是这样“撩”起了大家渴望探访中原文明的愿望，
在河南开启一场文明穿越之旅。

文化考古游热席卷而来。
发展文化考古游，我省有底气、有优势。
目前，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达到 1521 处。截至

2020年年底，全省博物馆数量已达 357家。这既是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助力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优
势资源。

10月 17 日，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三门峡市开幕，相关消息冲上热搜，
引发又一轮仰韶文化热。当天，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
开馆、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迅速成为网红打卡
地。

目前，借助科技手段，龙门石窟、庙底沟仰韶文化博

物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殷墟、中国文字
博物馆等场馆通过数字化展示，让观众以
前所未有的模式感触文物温度，了解文
物的前世今生。游客对遗址、博物场
馆的“畏难”情绪少了，场馆热了。

以龙门石窟为例，截至 12 月 25
日，龙门景区 2021 年门票收入和游
客量同比增幅分别超过 65.68%和
83.01%，成为全国前 50 强 5A 级景
区。

过年期间，有无展览可看？各大博
物院（馆）跨年大展满足需求。目前，“金

相玉式——沿黄九省区金玉特种工艺瑰宝
展”正在河南博物院展出，来自三星堆博物馆的金

面铜人头像、山西博物院的嵌绿松石花格铜剑等珍贵文
物一亮相，吸引观众追捧，精美的文物让观众流连忘返。
此外，还有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从满天星斗到月明
星稀——早期中国考古图片展”、中国文字博物馆“金石
雅风——金石题跋展”等展览，满足游客文化深度体验。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效显
著。隋唐洛阳城天堂明堂推出新年新玩法，用剧本杀《万
象龙吟》来进行跨年狂欢。《风气洛阳》中的万象神功、天
子圣堂、不良人、西域珍宝悉数展现。游客身穿华丽唐
服，用新身份、新任务穿越整个景区。同时，应天门灯光
秀，将影音建筑历史融为一幅幅流光溢彩的画面。

文化河南“撩”你来穿越

线路一

行走河南 探索华夏文明之旅

线路简介：
河南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遗址遗迹众

多，依托这些资源，河南大力推进文旅文创融合发
展，创意驱动，美学引领，科技赋能，艺术点亮，多维
度融合，让沉睡千年的历史图景生动再现。到底都
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值得我们去挖掘，去品读呢？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
三门峡：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洛阳：龙门石窟、二里头遗址
安阳：殷墟博物苑
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商都遗址博物院
开封：州桥遗址、汴河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
周口：淮阳时庄遗址、平粮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商丘：永城芒砀山汉梁王陵景区
濮阳：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华第一龙”出土
地）

线路二

徜徉博物馆 读懂中原宝藏之旅

线路简介：
河南是文物大省，这条线路将带您走进一座座

博物馆，为您展示文物大省河南的网红宝藏和馆藏
珍品。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
郑州：河南博物院、黄河博物馆、郑州博物馆
开封：开封博物馆
三门峡：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
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洛阳博物馆
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南阳：南阳汉画馆

线路三

乐享温暖 惬意温泉康养之旅

线路简介：
寒冷的冬天，携家带口来一场温暖之旅是再合

适不过的了，温泉康养之旅，让你在仙气飘飘中，达
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从而让身体和精神都放个假。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
三门峡陕州高阳山温泉度假区 信阳商城温泉
许昌鄢陵花都温泉 南阳南召莲花温泉
驻马店嵖岈山温泉小镇 平顶山尧山温泉度假区

线路四

畅玩冰雪 缔结冬奥奇缘之旅

线路简介：
不必远赴北国，在春有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的河南，同样可以感受冰雪运动的刺激和欢乐。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
郑州：银基冰雪世界 洛阳：老君山、白云山
焦作：云台山 新乡：南太行
安阳：太行山大峡谷

线路五

认识新河南 发现新玩法之旅

线路简介：
随着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的推进，河南新景点新

玩法层出不穷，沉浸、穿越、夜游、文化、乡村，换个角
度认识河南。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
郑州：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建业电影小镇、银基动物
王国
开封：清明上河园、小宋城、七盛角
洛阳：洛邑古城、隋唐洛阳城
焦作：文化老街、云台岸上小镇休闲街区
许昌：神垕古镇 鹤壁：淇县朝歌老街 驻马店：嵖岈山景区

线路六

邂逅武术 中国功夫之旅

线路简介：
在登封少林寺景区，在焦作陈家沟景区，到处都有少林、太极习

练者，满足你对武术的所有想象。

线路涉及城市及景点：
郑州：嵩山少林寺景区、少林寺武术馆、塔沟武校
焦作：陈家沟太极小镇 开封：大宋武侠城 濮阳：《水秀》等杂技表演

线路七

追忆乡愁 中原乡村美宿之旅

线路简介：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躺在万籁俱静的乡村美宿中，灵魂和思绪随

意飘摇。

线路涉及乡村及民宿：
郑州新密响水堂 洛阳九间房 栾川慢居十三月 焦作修武云上院子
信阳新县老家寒舍 济源小有洞天山居 鹤壁淇县灵泉妙境

线路八

饕餮盛宴 寻味老家风味之旅

线路简介：
无论脚步走多远，在人的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

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地，另一头则永
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故乡。

美食汇总：
郑州：烩面 开封：灌汤包、马豫兴筒子鸡
洛阳：水席、牛肉汤、丸子汤 焦作：四宝药膳、武陟油茶
安阳：道口烧鸡 信阳：信阳菜 南湾鱼
周口：胡辣汤 平顶山：饸饹面 濮阳：壮馍

专属冬天的欢乐终于来了

灯会社火民俗展演“已经在路上”

温馨提示
省文化和旅游厅要求各景区严格

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总体要求，

实行线上实名预约购票和扫码、测温

入园，严格做到游客防控提醒“全覆

盖”、员工疫苗接种“全覆盖”、景区消

杀措施“全覆盖”，打造高品质旅游景

区，让游客更加放心、安心和舒心游

览。同时，也提醒游客在出行前咨询

各景区，了解最新防疫要求，注意个人

防护。

三门峡天鹅翩跹

上图为 老君山“盛世美颜”

上图为 云台山冬景

上图为 栾川滑雪乐园

三门峡温泉

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大宋中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