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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 花海模式盛开美丽经济

电视剧《水浒传》里有这样一个情节：

发配到江州老城的杀人犯宋江，一日独自

来到浔阳楼饮酒寻欢解闷，酒兴大发后他

在墙壁上写了一首诗，下面是：宋江到此

一游。后被奸臣黄文炳发现认为这是反

对朝廷的反诗，因此，宋江被打入死囚牢，

在执行斩首时幸亏被及时赶来的梁山众

弟兄搭救才免于一死，这是“到此一游”给

自己惹下的祸根。

游人到某些景区游览，在达到顶峰及

“心情奔放”之时，在文物上、墙壁上、柱子

上、树木上、石头上，等等，来个“某某到此

一游”的现象已屡见不鲜，有的是用粉笔、

石块写的，有的是用刀尖刻上去的，有的还

注明自己的单位以及来这里游览的时间。

这看上去是留个纪念，让后来游览的人知

道某某同志曾到这里来过。其实，这是一

种不文明的表现，是对景物的有意破坏，留

下的不是纪念而是耻辱。一个好端端的景

物，特别是那些千百年来的文物古迹，保留

到今天很不容易，这是古人给后人留下的

宝贵文化遗产，最需要的就是维护保护好

它，使它更完整更端庄，怎能在上面乱写乱

刻乱画呢？结果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其严

肃性。如果都这样来个“某某到此一游”，

那么景物过不了多久就毁于一旦。

因此说来，随意的“到此一游”要不

得。要制止这种不文明的行为，首先是游

人要讲游德，自觉遵守景区的有关规定，

本着只准看不准动服从管理的思想态度，

做到文明游览，爱护景物；其次是景区要

加大管理力度，竖起管理规定及禁止的牌

子，实施专人负责并在景区巡逻，发现游

人有不良行为及时进行制止。（李朝云）

近年来，内乡宝天曼景区坚持高标准

规划、高质量建设、大力度推进厕所革命，

目前宝天曼景区新建3A级厕所5座，按

照国家5A级景区的标准，游步道上新建、

改建生态厕所13座，厕位数量达到216

个，满足了游客需求。

高度重视加大厕所建设力度

自国家、省、市旅游局提出厕所革

命以来，宝天曼景区高度重视，专门成

立班子，负责景区厕所建设、改造、提

升、完善工作。建设改造工作一天一汇

报，办公室建立督查台账一天一督查，

瞄准问题逐一整改。该景区在保持创

建成果过程中，严格按照标准，精益求

精，并强化厕所卫生保洁、设施维护、档

案完善等工作。

科学规划提高厕所建设标准

近三年，宝天曼景区投入厕所建设及

改造资金1200多万元。在厕所建设方

面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科技环保等

方针，从景区大门口到景区内的每个综

合服务区，按照《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

分和评定》国家标准所建的3A级厕所均

位置明显、标牌清晰、厕位充足、功能齐

备。5个3A级厕所的面积达1000平方

米以上，科学分配男女厕位、蹲便与座便

比例，同时在每个厕位均配备2个安全

扶手、2个抽纸盒、2个挂衣钩，从根本上

改变了景区的如厕环境，解决了游客“如

厕难、难如厕”的问题。同时，该景区还

为游客免费提供休息座椅、茶水、WIFI

等服务。第三卫生间设计精细，配备有

紧急呼叫设备、儿童安全座椅、婴儿处理

台等，厕位和洗手台安装安全扶手，有效

地解决了残障、母婴、老弱等特殊游客如

厕不便的问题。

强化管理提升厕所软件服务

在厕所建设方面，硬件建设是基础，

软件服务是保障。怎样才能把这些新建

的厕所一直保持完美状态，让游客如厕感

到是一种享受？宝天曼景区以厕所管理

为抓手，狠抓景区厕所软件服务，实行专

人专厕管理，设置旅游公厕导向牌50余

块、文明旅游宣传标语60余块。对厕所

保洁员建立了良好的管理工作机制,制定

了《厕所保洁员岗位职责》《保洁人员绩效

考核制度》等规章制度，对保洁人员进行

区域划分、职责定位，并每周定期督查考

评。同时该景区还通过“厕所+”的模式，

使游客在如厕的同时可以浏览景区信息、

查询旅游线路，享受便民服务，干净整洁

的卫生间，成为服务游客展示内乡旅游形

象的“靓丽窗口”。

经过近三年的厕所革命，宝天曼景区

的旅游厕所从少到多，从旱厕到生态环保

厕所，从普通的水冲厕所到目前的3A级

厕所，厕所革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该景

区获得了“省级文明单位”“旅游扶贫先进

景区”“厕所建设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目前宝天曼正昂首阔步争创国家5A级景

区。（房松玉）

在鄢陵，从2月鄢陵梅园的蜡梅，到3

月唐韵园林的樱花、永鸿农业园的桃花，4

月花博园的牡丹、芍药，五彩大地的郁金

香，再到5月金雨香草庄园的玫瑰，6月五

彩大地的薰衣草、马鞭草……一张全域范

围内的四季赏花图，突破了季节的局限，

让游客月月有花看，领略到的风味各不

同。更值得一提的是，鄢陵县在培育四季

花香、优化赏花体验的同时，积极挖掘花

海潜能，拉长产业链条，完善配套市场，带

来了独具风情的“花海经济”。

看风景，全域范围的四季赏花图

清明节前后，鄢陵广袤的田野上，碧

水蓝天花正艳。玉兰、海棠、杏花、桃花次

第开放，随后的4月、5月，百花纷至沓来，

花花世界，灿若云锦，明媚的春光中，当你

步入“鄢陵花海”，定会流连忘返。

“这花败落那花开”，这个思路，给了

鄢陵花农及投资者很大的启发：要想在

“花花世界”里成功升级，必须在打造赏花

“时间轴”上下功夫。于是，鄢陵各地的赏

花田，通过引进不同季节的花卉品种，精心

布局，拉长了花期。譬如，唐韵园林樱花落

尽，马坊永鸿农业桃花、花博园芍药、牡丹

盛开；五彩大地郁金香花田刚谢幕，金雨香

草庄园玫瑰花海马上“接力”。6月至8月，

也不担心没有花，五彩大地千亩薰衣草、马

鞭草绽放；9月、10月，龙源花木的皇菊盛

开；冬日到鄢陵梅园，尽享蜡梅“暗香浮动”

的雅趣……慢慢地，鄢陵的花海构成了一

张四季可赏的“赏花地图”，一年里几乎没

有空当期。而四季绵延不断的花香，带来

了“不断流”的赏花人群。

重谋划，吸纳人气的花海模式

20余条重点观花线路上游人如织，

花的海洋成了欢乐的海洋，“花海模式”成

为鄢陵拉动人气、提升旅游品牌知名度的

不二法宝。在郑州某企业工作的游客刘

女士说：“平时在城市里，生活状态紧张，

节奏都很快，今天带着家人过来看看花

海，享受到不一样的慢生活，我觉得这是

最好的休息。”

种一片花海，火一个景点。鄢陵各地

相继举办各类以赏花为主要内容的节庆

活动，一场场赏花盛会接踵而至。

3月24日，2018“花都之春”系列旅

游活动第二届唐韵樱花节、第三届樱花

圣帝文化节隆重开幕。仅两天时间，唐

韵园林客流量突破8万人次，张桥镇许

铺樱花圣帝文化园客流量突破 7万人

次，可谓“千亩樱花盛开，数万游客到

来”。4月1日，中国·鄢陵第二届郁金香

文化节在五彩大地开幕。5000亩花海

盛装亮相，上百万株、90个品种郁金香，

争相绽放，园区内海棠、梨花、桃花争奇

斗艳。仅开幕式当日，客流量就突破6

万人次。

“鄢陵归来不看花”。这看似自然应

季而来的风光，实则是鄢陵人精心筹划，

深耕细作，以“花海经济”助力乡村旅游

与振兴的“美丽”成果。鄢陵县立足县域

特色和优势谋篇布局，从产业体系打造、

交通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环境提升

等方面，多管齐下拓展乡村旅游与乡村振

兴之路。

做产业，充满新活力的花海转型

在金雨玫瑰庄园景区，4年前种植了

4000亩玫瑰，法国格拉斯玫瑰、大马士革

玫瑰、苦水玫瑰、平阴玫瑰等世界名优玫

瑰品种在这里生根发芽。

据该景区经理杨世民介绍，一朵小小

的玫瑰，从花苞、花瓣，到花粉、花叶，该景

区在几十个环节进行微细化开发，极尽其

利用价值，开发了30多个品种原生态花卉

健康产品，涵盖了日用、日化、食品等多个领

域。玫瑰节期间推出玫瑰采摘体验、精油

萃取展示、香草产品体验、香草温泉体验等

系列活动，游客可以在这里品玫瑰花茶、看

玫瑰花，亦可以做玫瑰精油SPA……2016

年，该景区被批准为国家4A级休闲旅游景

区，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

“虽然有4000亩的规模，但我们并不

会大批量开放，而要走高端路线，开展错

位竞争。”杨世民说，这里的玫瑰园不仅仅

是“卖眼球”，玫瑰花不仅可以作为茶饮，

而且玫瑰精油可以生产高端的美容护肤

品，玫瑰纯露可以洁面、保湿、饮用，玫瑰

花泥和干玫瑰研磨的玫瑰粉可以制成粉

饼、面膜等系列化妆、美容产品……

“‘花海+产业’，从低端的‘卖眼球’，

到高端的‘做产业’，说明我们的‘花海经

济’摆脱粗放的经营模式，正在逐步转型

升级。而恰恰是这种转型，才让‘一朵花’

充满了无限的新活力。”鄢陵县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说。（林立文/图）

内乡宝天曼峡谷漂流定于5月1日

正式对外开漂运营，热诚欢迎社会各界

新老朋友前来激情漂流，体验大自然赋

予的鬼斧神工。给您一天时间，让你重

返快乐童年！详情请咨询：13733127888

0377—65157888。（李明茜）

连日来，鹿邑县明道宫景区来了许

多特殊游客，他们手拿“长枪短炮”，深入

采风，认真构思，明道宫的厚重文化和春

日美景，吸引着他们连连按下快门。他

们，就是来自全省各地的参加全省“走进

老子故里、感悟道家文化”摄影大赛的摄

影艺术家。

这次全省“走进老子故里、感悟道

家文化”摄影大赛，是由河南省摄影

家协会和鹿邑县旅游和民族宗教事

务局主办，由鹿邑县明道宫景区、太

清宫景区、老子故里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和郑州星辉摄影器材公司联合承

办。

大赛征稿时间为4月 20-5月 10

日，全国摄影工作者、摄影爱好者，均可

参加，不受年龄、职业限制。投稿作品须

在鹿邑境内拍摄，体现老子文化和道家

文化氛围以及鹿邑改革开放发展的成

就，宣扬鹿邑名胜古迹等方面的作品。

来稿经省摄影家协会专家评审后，将在

明道宫景区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并精

选作品100幅，在明道宫景区内举办大

型摄影展出。（于建军）

4月22日，焦作市云台山风景名胜

区联合国内超级汽车运动俱乐部越野e

族旗下的知行如是赛事执行团队举行新

闻发布会，共同宣布首届“云台山夏季英

雄大会”将于今年6月14日～18日传统

佳节端午节期间在云台山风景名胜区举

行。河南省旅游局党组织成员、副局长

朱建伟，焦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魏超杰

以及焦作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

等共同出席了此次发布会。届时，前来

云台山旅游度假的游客将会同时融入赏

云台美景、过传统佳节、看专业赛事的欢

乐氛围中。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云台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局长马春明介绍说，首届“云

台山夏季英雄大会”是云台山围绕产业

化、多元化转型发展的理念，积极对接行

业品牌，整合优势资源，以汽车越野和休

闲娱乐为特色的大型IP嘉年华文化盛

会，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活动包括经典

汽车赛事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cot）、云

台山音乐节、首届云台山电竞大会，以及

欢乐跑、房车展、美食节等一系列精彩主

题活动。

据悉，首届“云台山夏季英雄大会”

活动丰富，赛事多样。享有盛名的中国

汽车越野巡回赛（cot）云台山站率先登

场，包括赵向前、马淼等众多国内一线明

星赛车手将会纷纷亮相，依托云台山鬼

斧神工的多样化自然环境，为观众上演

一场紧张激烈的赛车竞逐大战；普通游

客也可报名参赛的“云台山欢乐跑”旨在

把大众健身、全民体育的健康理念引入

旅游休闲产业，大力倡导公众享受体育

旅游的别样风情；充满青春、时尚气息的

“云台山电竞大会”设置了当下竞技性极

强的新兴电竞项目“彩虹六号：围攻”以

及“王者荣耀”“极速越野”等人气移动电

竞项目，把电子竞技体育和高山流水相

结合，让参赛选手在虚拟世界和真实美

景中同步共振；云台山音乐节将会盛邀

音乐大咖、知名DJ、演艺明星，在端午之

夜和游客一起狂欢；汇集国内外风格独

特的房车户外展、聚集中原美食的美食

节也将带给游客“眼眸里的座驾”和“舌

尖上的味道”。（李辉）

暮春时节气温逐渐回升，使得栾川

县鸡冠洞和东岭植物园的牡丹提前绽

放，领衔暮春百花，掀起了栾川山花争

艳第二波高潮。趁着酷暑未至，赶快抓

住春季的尾巴，遇见最清新的栾川。

雨生百谷，这个时节柳絮纷飞，牡

丹吐蕊。栾川县东岭植物园和鸡冠洞

高山牡丹园成片的牡丹竞相开放。在

牡丹的感召下，栾川山野间百花争春，

乡间小路旁的梨树开出了一串串洁白

的梨花，田野间连翘花迎风舒展，紫藤

花绽放出柔嫩的淡紫色小花。虽然已

经暮春，但是栾川依旧山花朵朵开，此

时赏花要及时，花开花落需珍惜。（王
国露文/图）

内乡宝天曼 厕所革命“量”“质”齐飞

首届“云台山夏季英雄大会”
将于端午黄金假期开幕

“到此一游”纪念莫留

宝天曼峡谷漂流5月1日开漂

各地摄影家云集明道宫
全省摄影大赛拉开帷幕

栾川 高山牡丹再掀山花争艳第二波

4月21日下午，世界古都论坛在河

南洛阳闭幕，通过《世界古都论坛洛阳宣

言》。此次论坛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

古都学会、河南省文物局、洛阳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

来自埃及、德国、意大利、英国、乌兹

别克斯坦、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专家学者，国际博物馆协会、欧洲遗产委

员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古都学会等

国际国内相关组织的官员，我国著名古

都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

阳、郑州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

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学术团

体的嘉宾代表，围绕“古老的文明、崭新

的故事”进行主旨发言。

《世界古都论坛洛阳宣言》中，与会

专家学者就古都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

国际合作、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与发展共

同探讨，达成如下共识：

一、搭建交流平台，拓展合作领域。

积极推进世界古都论坛常态化，加强世

界古都之间文化、学术交流；努力构建古

都文化遗产双边、多边交流机制，打造文

明交流互鉴的高峰合作平台，促进各文

明古国、古都城市间相互了解、尊重、信

任与交往；广泛动员国际、国家、地方、行

业和机构的力量，深化多层次交流，共同

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二、创新方式方法，实现科学保护。古

都的研究、保护、利用要有全球眼光、国际

视野，要汇集全球智慧，践行文化遗产科学

保护的历史责任；促进新技术、新方法的交

流互鉴，携手应对古都文化遗产保护所面

临的共同问题；实现古都文化遗产保护、展

示、利用等领域最新成果的共享，联合探讨

古都文明可持续传承的有效途径。

三、集聚古都智慧，造福人类文明。

要深入挖掘古都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

人文精神，讲好古都故事，提升古都文化

自信，让古老的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要

有时代情怀、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将最

新学术研究和科学技术成果与现代城市

的发展、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古

都文化遗产的成果转化，使之成为全域

旅游、城市复兴和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重要力量。（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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