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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二
!"#$# %$&'(

!"

!五一"假日期间#到金地庄园

的游客
!"

元便可拥有一张 !互助

菜园"认购卡#

#$"

元便可拥有一张

!家禽园"认购卡#有效期
%

年#凭卡

可享受众多优惠$ 黄河富景生态世

界将推出马术表演% 疯狂抓土鸡大

赛%喝啤酒大赛等活动&花园口景区

将推出少林弟子武术表演% 黄河号

子表演等活动&丰乐农庄'丰乐葵园

景区洗浴门票五折优惠( )刘倩*

惠济区!田园生活体验游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

郑州向西
!"

公里#到杨树沟景

区# 将会给你带来小长假里难得的

休闲(山村风情浓郁#隋唐时期的古

军寨+ 现代的响泉河,,都需要你

花上三两天慢慢品味( 如果想给自

己一点挑战# 中原首家双模式真人

#$

射击场%徒手逮猎场都是你一展

身手的好地方( !张兴"

###

&''!

平顶山旅游!郑州"推介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李静 本报通讯员 吕晋 马喜川

!"##$%&&()(*(

本期关注

西峡龙潭沟

(

月
&)

日南太行九莲山正式

开业( 位于新乡市辉县的九莲山#

这座因山峰酷似一朵盛开的莲花

而得名(九莲山把景区自然美景同

当地剪纸%木雕%刺绣%捏泥人等民

间艺术相结合#使游客在欣赏美景

的同时#也能了解汲取当地的民俗

风情( 据悉#九莲山景区已经完成

开发投资
*)''

万元# 目前呈现给

游客的是!小西天"民俗信仰游览

区%西莲峡山水游览区(

!张瑞雪"

在
(

月
%+

日-

%!

日的大连

!

,''!

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中#新

乡重点县
-

市
.

旅游局邀请全国各地

%/'

家参展旅行商进行 !壮美太行

丰采新乡"旅游专场推介#共计接待

旅游咨询
('''

多人次#为提高新乡

旅游的知名度% 开拓中远程旅游市

场起到积极作用( !王海新"

(

月
&/

日#西峡鹳河漂流%老

界岭同时开业迎宾# 迎来开门红(

图为老界岭映山红(

!图文
%

辛战中 陈飞"

日前# 商丘市旅游局组织商丘

古城%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永城

芒砀山景区组成旅游推介团# 在商

丘市政府副市长史战芳和商丘市政

府副秘书长% 市旅游局局长王传珍

的带领下#赴西安%南京进行旅游推

介#拓展客源市场半径( 两地共
%('

余家重点旅行社与会# 并纷纷与商

丘景区%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

!汪全"

五一期间# 内乡县衙对现役军

人% 离休干部%

+'

岁以上老人持有

效证件及
%0&

米以下儿童免费#

)'

岁以上老人% 大中专学生和残疾人

持有效证件购买半价票&凡游客%旅

行社持宣传景区的优惠券或贵宾票

均可享受相应的优惠(

!贾玲 陈晓曼 周晓娜"

(

月
&/

日# 河南省千辆自驾

车%

('''

多人抵达华山# 开始了相

约爱情山%英雄山%财富山的神奇之

旅( 上海吉尼斯总部派专人全程观

看了此次活动# 得出来自河南的车

辆共计
%'&"

辆的准确数据#并给华

山管委会颁发了创世界吉尼斯记录

证书(

&''+

年#华山景区获得!中国

自驾车旅游百强景区"称号(

!杨增利"

群峰披绿锦#山花满天飞#四月的王屋

山处处洋溢着蓬勃的朝气(

(

月
&/

日%

&)

日#!第三届中国王屋山国际旅游登山节"隆

重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
&'''

多名参赛队员

和国内百余家户外运动俱乐部的成员#顺利

登上王屋山最高峰---海拔
%+%/

米的天坛

极顶(

志在天坛 尽显英雄本色
(

月
&)

日
!

$

*'

#!砰---" 伴随着一

声发令枪响#

&'''

多名运动员开始出发#

登上天坛神路#奔向天坛极顶( 起初#大家

都相距不远# 但随着盘山路的逐渐陡峭#

距离逐渐拉开(

!咦#那不是张局长吗. "人群中有人

说到( !带动全民健身#从我做起#哈哈. "

济源市旅游局局长张纯锋也在登山的队

伍中#他顾不上多说#迅速超过了记者(

当比赛进行到第
*"

分
/"

秒时#目的地

传来消息$!来自山东泰安的
&+

岁男子邵勇

胜第一个到达终点#荣获青年男子组冠军. "

贵州的潘子辉紧随其后(

&

分钟后# 邵勇胜的学生+

%!

岁的马明

涛胜利到达#并赢得了最为热烈的掌声---

他是真正的英雄#一名双臂伤残#毅力超常

的运动员( 面对记者的镜头#马明涛非常自

信$!我虽然是残疾运动员#但我能比正常人

跑得更快( 明年的王屋山登山节我还要来#

我要得冠军. "

之后#青年女子组+中年男子组的第一

名分别被马含静+喻文利获得#而中年女子

组的冠军被来自辽宁的潘梅蝉联(本次登山

节还包含我省首届山地定向赛#其冠军被郑

州大学代表队夺走(

美在王屋 陶醉八方宾客
!

1234 56728

"在登山队伍中#来自美国的

9:3; <2:;

先生的一家人非常引人注目(

9:3;

<2:;

是北大附中郑州分校的教师#与他一同

来爬山的有他的妻子+

*

个女儿和襁褓中的

儿子( 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登临王屋

山#这里美的出乎意料( !这里还发生了愚公

移山的故事. "

9:3; %%

岁的女儿
=:3:

操着不

太标准的中国话#兴致勃勃地说(

王屋山秀美的自然风光让人陶醉( 来

自重庆的登山者曹金元说$!王屋山有着

区别于南方山水的独特美#回去之后我将

向朋友们推荐#相信明年会有更多的人来

参赛+来旅游( "

段卫红是第三次来参赛了(他说$!我这

次的成绩是中年男子组第三名#但我最欣慰

的是到王者之山领略太行的雄壮秀美( "

济源市委常委+ 副市长薛玉森说#本

届登山节对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彰显王

屋山的旅游品牌#引导健康时尚的生活方

式意义重大( 王屋山登山节将逐步打造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登山活动品牌(

!旅游标识与口号#既要上口#

又要突出形象# 还要有个性# 这个

事#不容易( 但一旦喊出来#就能流

行( 这个事对河南的整体形象宣传

也很有意义( "

(

月
,/

日#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董事长朱夏炎也被作为专

家邀请到了索菲特#和全省
,'

多位

专家一起# 为河南旅游重新征集旅

游口号与标识献计献策(

征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让它

在全世界叫响# 把河南的知名度留

在千千万万人的口中和心中( ---

这一重新塑造河南旅游形象的工程

近日已正式启动(

其实#早在
,''(

年#省旅游局

已经开始面向全国征集我省的旅游

形象口号及标识# 共征集到
%*'''

条#经专家审定最终确定了!中华之

源+锦绣河南"为旅游形象口号( 之

后#省旅游局通过网站+报纸等进行

形象推广#对树立河南旅游形象#拉

动客源市场起到了很大作用(

近几年# 河南旅游业取得了快

速发展# 但河南旅游业在全国的排

位与旅游资源大省的地位不相匹

配# 特别是入境游总量少+ 比例偏

低#究其原因#河南的旅游形象不够

鲜明与突出#缺少个性化+时代感+

独特性# 与中文口号相对应的英文

口号不够简洁#标识不够轻松+时尚

和活泼#缺乏亲和力是原因之一(

省委省政府提出!旅游立省"发

展战略之后# 树立一个崭新的河南

形象迫在眉睫# 省旅游局局长苏福

功告诉记者#让世界了解河南#让河

南走向世界# 这是每一个河南人的

共同心愿( 一个地区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除了自身的人文+自然+气候+

资源等因素外# 还有赖于有那么一

两句老幼皆知的形象口号(

据了解#旅游口号+旅游标识在

旅游形象展示+ 旅游产品促销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许多旅游

业发达的国家和著名城市# 都有自

己独具魅力的旅游口号和旅游标

识# 并成为一个国家和一座城市生

动+鲜明的标志( 如山东的!好客山

东"+云南的!七彩云南"+山西的!山

西好风光"+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等#这些口号确切+新颖#很好

地凸现了当地的旅游特色# 对促进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吸引中外游客

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庚香说$

!主题口号要围绕旅游特色做文章#

既要反映旅游特质# 又具有强烈的

时代气息("他在省旅游局提供的
%(

条的基础上#提出了!大河大山大中

原# 汉风宋韵新河南"+!文化河南#

中国人的家园"两条旅游主题口号(

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安伟认为$

旅游主题口号一要有信息量#二要

易于流传#三要有个性有特点( 他

提出!文宗武源#壮美河南"得到了

大家的首肯(

!征集主题口号与标识是个重

大工程#今天问计专家#接下来要

问计百姓# 我希望老百姓多出点

子#贡献智慧#让河南更精彩( 一个

月内#我们要贡献出最响亮的旅游

主题口号( "会议结束时#苏福功表

态(

链接!省旅游局从最近征集和专

家提供的主题口号中$择部分较为优

秀的作品予以刊登$以供读者参考%

十条口号!

%&

文化河南 壮美中原&

,&

文化

河南 亲情家园&

*&

游河南 知中国&

(&

观天下 游河南&

/&

游河南 观天下&

)&

感悟中国 从河南开始&

+&

亲情河南

文化摇篮&

"&

大河之南 亲情家园&

!&

功夫河南&

%'&

游河南 回老家 现在

就出发%

请拨打$

"'()

-

*!(+!(!+

或登

录
,,,&-./0&1.

参与评选(

!"#$%&'()*+,-

本报记者 王小萍

随着'五一(临近$栾川鸡冠洞的
,

万株高山牡丹开

的正艳% 同时$景区启动'惬意五一随意拍(活动% 广大网

友在'五一(期间出游鸡冠洞$遇到了新奇的事情$只需用

携带的手机或相机拍下来$上传至鸡冠洞贴吧$将会得到

意外的惊喜% )孟璐璐*

/

月
,

日#投资
%0(

亿元的大型

实景演出---/君山追梦0梦幻大

典1将在栾川老君山风景区掀开!盖

头"(这是我省继/禅宗少林0音乐大

典1+/大宋0东京梦华1之后#再次重

磅打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

据老君山副总经理徐雷介绍#

/君山追梦0梦幻大典1 是国内第一

部诠释中国道家文化的实景演出#

是为了落实徐光春书记关于做大文

化产业的指示精神( 演出场地设在

老君山追梦谷的峡谷之中# 多角

度+全方位诠释了道教文化和优美

山水的梦幻之美( !张莉娜"

(

月
,(

日# 洛宁第四届绿竹

风情节在绿竹风情园开幕#活动将

持续到
/

月
*

日(

洛宁素有!北国竹乡"美誉( 绿

竹风情节期间# 除举行大型文艺演

出外#还举办走进北国竹乡#感受绿

竹文化 !大型游园活动" 等多项活

动( !赵笑菊 高文治"

(

月
,,

日#是第
('

个!世界地

球日"#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和河南

少年先锋学校在景区黄河国家地质

博物馆前举办了!爱护地球#保护家

园#千人签名"的倡议活动( 近千名

小学生在条幅上签名# 并通过媒体

向社会呼吁#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本次活动是该地质博物馆开放以来

和有关的教育机构举办的第一次社

会公益性活动( !吕桓宇 蔡坤侠"

!五一"期间#康百万庄园特邀

请
)'

位国内+省内街舞高手举行街

舞精英赛(还将推出!财神送大礼"+

!看古筝表演"等活动( 并配套一系

列优惠政策$ 持县以上劳模荣誉证

书# 可免费参观康百万庄园及杜甫

陵园(大学生持学生证+街舞爱好者

持县以上荣誉证书参观康百万可享

受七折门票优惠# 参观杜甫陵园可

享受半价门票优惠(!康磊 张景龙"

五一期间#游客来到龙潭沟景

区不仅可以游玩山水# 欣赏美景#

草茶苑的百草茗香和特有的演出

也会让游人乐不思归(

节日期间# 可以品尝龙潭沟特

有的橡子凉粉# 欣赏百草茶苑特有

的文艺演出节目& 到猕猴乐园观赏

猴子!表演"&坐双龙滑道&过空中溜

索(同时#景区还特别安排了让游客

体验农家生活的篝火晚会# 有专业

的演员为游客奉献精彩节目(

!曾克清 冯浩然"

(

月
,/

日# 淅川坐禅谷观瀑节

盛大开幕#景区内佛光瀑+通天瀑等

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探秘( 同时#!五

一"期间#丹江岸边将举办首届丹江

鱼宴大赛等特色活动# 让游客体验

不同的民俗风情( !周彦波"

(

月
*'

日# 许昌市首届农民

欢乐旅游节开幕( 同时#禹州森林

植物园还派送
/

万张门票#吸引社

会各界人士(

其他活动主要有$

/

月
%

日#在

魏武帝广场举办曹丞相府落成迎宾

活动&

/

月
"

日#在鄢陵县彭店乡举

办樱桃采摘节#

)

月
%

日# 三国文化

周期间# 在魏武帝广场举办曹丞相

府开府大典和庆典晚会等( 除此之

外#!五一" 期间花都温泉度假区还

将举办!

*!>

的泉水温暖
,''!

的母

亲节"# 灞陵桥景区将举办魔术+杂

技表演等活动( !杨向辉"

!

(

月
,+

日-

,"

日#开封市求

实中学
('''

名师生走进宋代文化

主题公园开封清明上河园#在园区

景龙湖畔品鉴了/大宋0东京梦华1

大型水上实景演出(

据介绍#为了让学校感受中国

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开封市求实中

学用包场的形式#让全校师生集中

观看/大宋0东京梦华1( 经典的宋

词#优美的音乐#绚丽的舞美#让师

生们兴奋+陶醉和震撼(

!吕桓宇"

"大宋#东京梦华$走进校园

洛宁绿竹风情节开幕

许昌!农民欢乐旅游节 引领农民消费热

"君山追梦#梦幻大典$盛装亮相

淅川!坐禅谷观瀑节诚邀宾朋

西峡龙潭沟!百草茶苑茗香飞

%康百万杯&街舞精英邀请赛五一举行

瞳石
%山水之爱&集体婚礼在五道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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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是中华民族的圣山( 据清代学者章太

炎考证和历代专家学者考证#中华之!华"#源

于华山#由此#华山有了!华夏之根"之称(华山

又被称为!奇险天下第一山"#/水经注1载$!华

山广十里#高五千仞#一石也( "

华山是一座财富山( 相传汉武帝分封五岳

时#华山为西岳#五行主金#四季主秋( 华山神

白帝少昊主管天下金银财宝的分发#而华山形

状又酷似一个硕大的金元宝(从帝王的圣封到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使得华山成为天下子民公

认的财神(

华山是一座爱情山( 相传春秋时期在华山

修行的隐士萧史和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就是在

华山西峰凿洞成婚#!洞房"一词由此诞生( 多

少年来#一对对相濡以沫的夫妻#一双双相识

相恋的爱人#携手并肩#登顶华山#恩恩爱爱漫

步人生幸福路( 今年以来#华山把英雄通道变

成了一个不夜通道# 各种灯光连接成一道彩

虹( 夜游华山+朝观日出成为广大海内外游客

的一种乐趣和向往(

华山是一座英雄山( 笑傲江湖+华山论剑#

自古华山千年百代就和英雄结缘( 秦始皇首开

巡华山先河#依恃圣山#傲视群雄#一统天下&

汉武帝敕建西岳庙国祭华山#从此成就朝廷祭

拜华山的典仗仪规#得华山护佑#终成霸业&沉

香在华山西峰劈山救母#英雄尽孝成为古今典

范&人民解放军智取华山#使华山声名远播&金

庸大师华山论剑#揭秘英雄钟情华山+华山造

就英雄的历史渊源( 目前!到太空漫步#上华山

练胆"已经成为新时期广大青年的一种向往(

华山文化深厚#景观独特#如今陕西省委+

省政府#渭南市委+市政府顺应发展形势#加大

开放力度#决心把华山打造成!渭南的骄傲+陕

西的符号+中国的圣山+世界的亮点"(

新乡九莲山!正式开园迎客

商丘!西行南下迎五一

新乡旅游在%浪漫之都&大连舞动

内乡县!%五一&有优惠

河南千辆自驾车聚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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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

旅游交易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世界博览广场举

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孔玉芳亲自率

队出席了本届旅交会# 省旅游局组织了全省

)!

个省辖市旅游局+主要旅游景区+省直国际

旅行社+少林功夫表演团
2""

多人的大规模参

展团#省旅游局局长苏福功为参展团团长(

本届旅交会我省设立展位
''

个# 共接待

旅行商和观众
3""""

人次# 发放宣传资料
2"

余万份# 签订组团协议
+(

个# 协议组团人数

'*"""

人次#协议总金额
3""

余万元 #参展团

一举捧回旅交会组委会颁发的!最佳组织奖"+

!优秀成果奖"#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邵琪伟高度肯定河南旅游

旅交会开幕式当天上午#国家旅游局局长

邵琪伟率组委会负责同志对交易会展馆进行

巡馆#特意来到河南展台与孔玉芳一同观看了

少林功夫表演(邵琪伟说#近年来#河南旅游业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特别是
2""5

年中国国内

旅游交易会暨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在河南

成功举办#向世界进一步展示了河南+宣传了

河南( 孔玉芳表示#河南旅游业近年来所取得

的成绩离不开国家旅游局的大力支持#并期待

邵局长能再次到河南指导(孔玉芳在总结这次

旅交会时说$!河南在这次旅交会上取得了一

定成绩#但与先进省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今

后要加大宣传促销力度#树立河南旅游大省的

鲜明的目的地形象( "

少林功夫秀出河南风采

旅交会期间# 省旅游局在宣传包装产品

上#以突出精品路线为主调#推出了中国四大

古都游+河南山水风光游+中原文化寻根游+精

彩河南之旅等多条精品旅游路线#并根据不同

的市场需求推出不同的假日旅游产品(突出展

示了洛阳龙门石窟+嵩山少林寺和焦作云台山

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景区( 整个活动主题清晰+

覆盖面广+产品生动+线路明确#得到了海内外

参展商的认同和赞赏(许多参会嘉宾经过河南

展台时#都要在大型河南旅游招贴画前拍照合

影#观看精彩的少林功夫表演#并主动索取河

南旅游宣传资料( )王伟*

./0120345

!2五一 3三天假日期间 #平

顶山所有景区)景点 *将免收首

道门票4"

3

月
2!

日#平顶山市市

长李恩东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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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旅游

)郑州*推介会"上宣布(

这是我省首个在!五一"期间

实行景区免票的省辖市( 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孔玉芳#省

人大副主任储亚平# 省政协副主

席李英杰#省旅游局局长苏福功#

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 市长李

恩东等领导出席了推介会# 并为

!郑州-鲁山"旅游直通车开通仪

式剪彩(

!平顶山旅游资源独特#尧山

和大佛景区是我省重点打造的精

品线路之一# 在全省旅游发展的

大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此次推

介会# 是落实徐光春书记
3

月
)3

日在平顶山调研时提出的改革创

新+ 融会贯通推动旅游业发展重

要指示精神# 加快平顶山旅游快

速发展的重要体现( "苏福功说(

与游客的喜悦相呼应的是平

顶山市旅游局局长李大伟充满希

望的眼神$!平顶山推出如此彻底

的优惠措施# 并由四大班子领导

率队到郑州进行旅游推介# 是平

顶山旅游2春天的序曲3( "

鲁山县县长郭斌献考虑的#

是如何在游客激增的情况下#保

证出游质量$!为确保 2五一3假

日期间游客安全#鲁山县已制订

了各类应急预案( 由于尧山景区

每日最大容量是
)

万人#达到安

全容量时#我们将会及时提醒和

疏导游客到其他景区游览( "

另悉#平顶山市还将在省内

及北京 +上海 +西安 +武汉等城

市# 发放
'*

万张价值
)

亿元的

旅游消费券#供游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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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3

日-

+

月
2"

日使用#优惠券

包括尧山 )原石人山*+ 鲁山大

佛+画眉谷+风穴寺+怪坡等十多

家景区(

推介会还未结束#

5

辆!直通

车"已坐满了人#

23"

位游客成为

!直通车"的首批游客( 据悉#!郑

州-鲁山 "旅游直通车 #由中州

国旅+河南金太阳+河南鸿运等
*

家旅行社牵头#乘坐!直通车"旅

游的市民可以在旅行社报名#从

绿城广场+河南饭店门口坐车直

达鲁山旅游(

即将到来的五一!黄金周"#

平顶山市舍弃的# 显而易见&它

即将收获的#难以估量( 舍得之

间#体现着中国哲学的大智慧(

摄影 郑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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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江山

商丘旅游

杨树沟五一主打休闲牌

"郝战琪

恐龙蛋遗址曾被联合国

教科文专家称为继!秦始皇陵

兵马俑"之后的世界第九大奇

迹& 在动感
36

环幕影院戴上

特制的立体眼镜#让你立刻身

不由己!走进"了电影#和侏罗

纪杀手异特龙一起猎食#与翼

龙一起称霸蓝天#随着鱼龙及

蛇颈龙遨游海底世界,,最

惊险刺激的当数激烈的恐龙

大战#刚刚从恐龙的血盆大口

和利爪中逃出来#长达
%''

多

米的梁龙又踩向惊魂未定的

你.

走进恐龙遗迹园 体验大自然奇观
大型恐龙主题公园 南阳伏年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 国家

$$$$

级旅游景区 河南省服务标准化示范景区

咨询电话!

"$%%

)

&#%%'###

景区网址!

((()*+,-,)./0

行车线路!郑州)许平南高速)南阳)沪陕高

速)丹水镇)西峡恐龙遗迹园

(?

环幕影院

是国际上新兴的

一 种 电 影 院 模

式 # 通过立体放

映系统 + 动感座

椅等特殊设备 #

加上电闪雷鸣 +

刮风下雨 + 座椅

翻转震动 + 水雾

喷 洒 等 特 殊 效

果 # 让你犹如身

临其境(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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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九寨 山水天堂

西峡五道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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瞳石

瞳石

瞳石(

月
,*

日#南阳首届!山水之

爱" 集体婚礼在众多新人的激动

和渴盼中举行了(

为倡导文明新风#西峡五道

景区与南阳市某单位举办首届大

型集体婚礼(

%)

对新人在五道 的

山水中度过了人生最为难忘的一

刻# 特邀身高
2&'5

米的亚洲第一巨

人---张欢 )比姚明还高
%,

公分*

走进五道 为新人祝福( !朱天玉"

旅游现场

休闲避暑 西峡老君洞
!"##$%&&"%#)%

IJKL1 MNOPQ

###第三届中国王屋山登山节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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