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实景灯光秀绚丽启幕、动感刺

激的高科技娱乐体验震撼登场、风味多

样的特色小吃填满“舌尖”……7月5日，

“2018云台山新产品推介会”在云台山

景区举行，景区推出的五大亮点旅游产

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180余家旅行社，

20余家新闻媒体及电商、摄影师等行业

代表带来了全新的旅游体验，大家赞不

绝口。

云台山历时8个月打造的网红景点

“云溪夜游”,实景互动灯光秀带来全新

视觉体验，7月6日正式开景。项目全长

1.2公里，大量运用高尖端声光电多媒体

技术，打造出了荧光海、海底世界、龙飞

蝶舞、陪嫁村之恋、十步爱情走廊、双子

喊泉等多个神奇梦幻场景和拍照打卡

点，为广大游客营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

网红体验项目。

“360极限飞球——飞越云台山”，

科技释放旅游魅力。该项目于6月29日

开始运营,集合球幕影院、飞行影院、动

感影院、过山车等主流高科技于一体，包

含多维视觉效果、立体声环绕、360°视

野感官、顶级动感座椅等内容，为游客带

来真正的裸眼3D体验。

云栖小吃城，体验特色地方美食。

该项目位于云台山景区小寨沟广场，面

积4000平方米，引入符合大众口味与需

求的河南各地特色小吃品类，以平民化

的价格让广大游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正

宗的河南美食，提供一站式旅游餐饮新

体验，预计7月中旬开始运营。

此外，云台山景区玻璃栈道二期即

将开景，全长200余米，仅玻璃栈道就长

达120米，整条栈道建在海拔1000多米

的垂直悬崖上，与一期玻璃栈道遥遥相

望。该项目全部采用安全性非常高的特

种钢化玻璃，每平方米能够承重800多

公斤，护栏由双层玻璃构成，地板由3层

玻璃构成。站在千米高的玻璃栈道上，

整个人仿佛悬空而立，脚下是万丈深渊，

惊险刺激，预计8月初开放运营。

凤凰岭客运索道是目前世界最先进

的奥地利多贝玛亚公司设计制造的单线

循环脱挂式8人吊箱索道，下站为岸上

村西，上站为凤凰岭，线路全长1703米，

上下落差686米，预计8月中旬开始运

营。

“新推出的五大亮点产品，就是要以

游客游得嗨、吃得香、留得住为核心，综

合提升景区综合服务能力，增加景区综

合创收能力。”景区营销总监王和平介

绍，近年来云台山景区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管理服务不断强化，游客体验不断提

高，景区游客人数稳中有升。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吴培蒙文/图）

木札岭景区 让群众得利游客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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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王屋山

云台山景区

五大亮点带来全新旅游体验
内乡县
做好融合文章
激发“旅游+”发展活力

“这里山水幽美，清新凉爽！门票

11元，还有免费的特色十大碗，这样的

惠民景区游有所得！”7月7日，来自郑州

的游客徐先生在嵩县木札岭景区活动广

场高兴地说。

嵩县木札岭风景区是国家4A级景

区，由双龙飞瀑、原始森林、官帽峰、石林

四大景区200多个景点组成。

服务更好人更舒心

旅游景区的软硬件条件直接影响着

游客的心情和幸福指数。去年以来，该

景区通过对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提升，完

善软硬件设施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满

意度。重新铺设上山道路1800余米，增

设涵管5处；安装国标道路护栏2000余

米；维护（加固）游览步道、栈道3000余

米；新增设道路警示标牌30处；新增景

点解说牌、道路指示牌、警示牌等大中小

型标牌100余处；拆除违章（规）、影响游

览、影响美观建筑（摊位）等20余处，并

对30余处商户、摊位、农家宾馆酒店等

进行新建、改造、修整。

“几年前来过这个木札岭景区，但这

次明显感觉这里变得更美了，更安全舒

适了，玩得又开心、又舒心。”来自平顶山

市的游客张先生说。

旅游与扶贫有效对接

“景区的管理者处处站在村‘两委’

和老百姓的角度支持村里发展，我们和

景区都是一家人！”车村镇龙王村党支部

书记王丙申说，“在木札岭景区，我们要

求每一个商户，每一个农家宾馆，每一个

老百姓的一言一行都是景区的一个窗

口，都是景区的形象代言人。”

木札岭景区位于嵩县车村镇龙王

村，两山相峙，山水相依，峰高林密，风光

秀丽，交通便利，但以前当地群众非常贫

困。近年来，在木札岭旅游景区的带动

下，龙王村已经拥有规范化的农家宾馆

300多家，标准化旅游床位超过1万张，

人均纯收入超过3万元。

惠民得利游有所得

“拿着准考证就能免票看风景，确实

给力！景点也给力，水美山美原始森林

美，还有全新一代5D玻璃吊桥，惊险刺

激！”来自山西临汾市的“准”大学生李子

豪和几个同学都为木札岭景区点赞。

推出惠民活动与游客分享旅游的喜

悦是木札岭景区每年的主题。据该景区

宣传策划部负责人介绍：“为了更好地服

务游客，今年4月份，景区专门成立景区

4A整改提升领导小组，暂放经济效益，

完善软硬件设施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

满意度。”

该景区推出了2018年木札岭亲水

避暑季，啤酒音乐节、丛林帐篷节、泼水

节、水果盛宴等8场主题活动贯穿整个

夏季；针对持有2018年高考、中招考试

准考证的学生推出免门票活动；推出了

11元特价门票限时抢购活动；举办豫西

十大碗特色“千人宴”免费吃活动；每周

都有大型烟花啤酒篝火晚会，让广大游

客可参与活动当中，享受夏日的清凉。

“让游客满意，景区才能持续发展！”

木札岭景区负责人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殷亚洲 文/图）

我在上小学时就学到了愚公移山

的课文，被老愚公的故事深深打动。

就在前不久，我和几位好友一起来到

了相传愚公移山的王屋山风景区参观

游览。

王屋山位于济源市的西北部，与太

行山和黄河相连，海拔1715米。当我们

走进王屋山景区的大门时，被竖立的一

块石头吸引住了，那上面刻制着愚公及

其家人手持镐头、扁担、铁锹、土筐开山

移山的雕像，还有毛主席“愚公移山”的

题词。

我们乘着景区的小交通车往景区行

进着，周围是青绿色的山脉，下面的一道

峡谷里一股清澈的溪水潺潺流着，导游

给我们讲起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及周边的

景物。小交通车把我们拉到了索道口，

我们坐上索道缆车缓缓升起，一团团云

雾环绕着我们，我们好似在空中腾云驾

雾，有着进入仙境般的感觉，大家赞不绝

口。

离开索道，沿着平整的台阶往上爬，

两边是茂密翠绿的树木，给攀登带来了

一丝阴凉，这里台阶修得平缓，因此也未

感觉到累。攀爬一个小时后到达了山

顶，山顶上有个4层的楼阁，气派壮观，

里面分别是王屋山神、玉皇大帝、王母娘

娘、托塔天王、太上老君等塑像。

我们沿着台阶慢慢下山，一边说笑

一边欣赏着各种奇石怪树，大约走了4

个小时才下到山下。吃饭的时候，我们

吃上了当地的特色：槐花、山韭菜、土鸡

蛋包的饺子。这次王屋山游，确实给自

己带来了愉快的感受。（李朝云）

7月2日晚，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

陈晓曼以“用心工作 激发潜能”为题，为

全体干部职工上了一堂生动党课。

党课通过对七个生动的小故事进行

解析，阐述了新时代党的新思想、新主

张，同时也从不同方面讲述了作为一名

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应该具备的工作素养和生活态度。整场

党课生动有趣，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对

党的认识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进一

步激发了大家爱岗敬业工作热情。

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王晓杰在主持

党课时要求，全馆党员干部要根据每次

不同的党课学习，写出心得体会，要进一

步强化工作作风转变，心往一处想、力往

一处聚、劲往一处使，坚持用心工作，强

化有解思维，抓好工作落实，为博物馆事

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王勇)

伴着缓缓驶来的鸡公山平汉铁路老

火车的轰鸣，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哈萨

克斯坦等多国的78名南开大学留学生在

鸡公山开启了中国饮食文化“玩美游学”

实践之旅。

位于信阳市南35公里的鸡公山风景

区，系全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八大景区之

一、全国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AAAA级旅游区，中国四大避暑胜

地之一。

鸡公山自然资源丰富多样。森林覆

盖率达98%，景区内负氧离子含量最高时

可达22万立方米。山上盛夏无暑，气候

凉爽，享有“三伏炎蒸人欲死，清凉到此顿

疑仙”之美传。鸡公山更是中西文化碰撞

最为耀眼的地方，早在20世纪初，先后有

23个国家的近千名外交官和传教士以及

国内的军阀巨贾，来此兴建了500多幢风

韵殊异的度假别墅，素有“万国建筑博览”

之称。

当外国留学生走进山水茶都，感受鸡

公山的独特风韵和历史人文，体验中国特

色饮食的同时也能将中国之美和信阳魅

力传到世界各地。

拌馅、擀面皮、包饺子……这群由南开

大学留学生组成的游学团和景区身着传统

服装的姑娘们一块儿，近距离体验了中国

传统饮食文化——包饺子的独特魅力。

美国留学生Conner手持自己精心包

制的饺子，兴奋地告诉笔者，他非常喜欢中

国传统文化，也正在很努力地学习中文，

“鸡公山的风景很美，体验活动也很有趣，

我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游学实践之旅。”

俄罗斯姑娘在报晓峰前和朋友合影

留念，并表示这次文化实践之旅收获很

多，不仅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也看到了很

多以前没有见过的风景。她说，此次游学

之行，更加坚定了她学习汉语、学习中国

传统文化的决心。

“近年来，鸡公山风景区一直致力于

打造研学游学旅游产品，也取得了一定成

效。”参加此次活动的鸡公山管理区旅游

文化局局长蒋中亮告诉笔者：“下步，我们

将在保护开发景区景点的基础上，充分挖

掘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等丰富

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推广鸡公山研学游学

旅行产品、线路，以助力鸡公山文史、信阳

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秦海文聂品文/图）

7月5日上午，“华夏第一艾”汝阳甪

里艾，成功签约落户汝阳西泰山风景

区。这标志着汝阳县探索“旅游＋”新模

式在西泰山景区成功落地实施。

汝阳县近年来一直大力实施“旅游

活县”战略，积极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不断尝试“旅游＋”新模式，努力构建“多

业融合、全域发展”的大旅游格局。在该

县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旅游与农业、

工业、体育、科技等行业的深度融合工作

稳步快速推进。

洛阳鑫宏集团副总经理、西泰山旅

游公司董事长杜海波介绍，自2012年9

月吉林省鑫磊建设集团入驻西泰山景区

以来，历经近六年时间投入约5.3亿元，

将昔日近乎原始的山沟沟，打造成为一

个“开一坡殷红杜鹃、似一处世外桃源”

的国家4A级风景区。2018年西泰山以

“康养旅游”为切入点，探索康养与休闲

度假、养生养老的内在关系，为健康养老

的实践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洛阳鑫宏实业集团与河南甪里艾生

物科技的战略联盟，是汝阳县域两大品

牌在健康养老行业的与时俱进，将具有

两千多年的甪里艾艾灸养生文化，传承

挖掘用于康养养老，是双方在健康养老

领域新的尝试和创新，打造“西泰山+甪

里艾”这种新的康养模式，必将丰富西泰

山健康养老产业的内容，双方在健康养

老产业的跨界合作，将获得共同进步和

发展。

汝阳甪里艾历史2000余年，是中国

唯一甜艾，主要分布在汝阳商山和大虎

岭南北麓，那里森林覆盖率88％，属火

山岩地质，地表土壤和水中矿物质所含

微量元素锶、锌、硒、硼等十分丰富，这些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地质构造条件，使甪

里艾中微量元素高于其他艾草，药用成

分桉油精含量高于国家药典标准3倍以

上，用甪里艾艾灸能起到温散寒邪、温通

经络、活血逐痹、回阳固脱、消痕散结、扶

正祛邪的作用。（康红军 卢亚乐）

近年来,内乡县立足自身生态、文化

资源优势，努力做好旅游+生态、旅游+

休闲、旅游+农业融合文章，激活了“旅

游+”发展活力。眼下，内乡正以全新的

姿态和无穷的魅力绽放出“旅游+”的无

限光彩，“好山好水好生态”已成为内乡

的“金字招牌”，日益受到游客的追捧。

内乡特色农产品丰富，四季丰盈，有

油桃生产基地10万亩，核桃生产基地

10万亩、茶叶基地近10万亩、柑橘生产

基地2万亩……依托这一独特的资源优

势，该县找准特色方向，建立“农业+旅

游业”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模式，不断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生态、有机等现代

农业发展方向，大力开发观光园、采摘

园，打造旅游核心竞争力，为守着绿水青

山的内乡人找到了绿色发展新路径。

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农家乐

的快速发展。内乡县积极引导农家乐提

升改造，向多样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完

善旅游业产业链条。目前，以农家宾馆

为经营主体的农家乐已发展至近300

户，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次，七里坪乡大

龙村、夏馆镇万沟村入选省特色旅游

村。内乡县，一条集果蔬种植、观光采

摘、休闲餐饮等于一体的生态旅游循环

产业链正逐步形成。

“真想不到，云露山景区这么美，这

一趟，算是来对了。”走在登山栈道上，

自驾前来的郑州游客张明慧兴奋不

已。脚下，林木葱茏溪流潺潺；远眺，云

雾缭绕如梦如幻。该景区投资2亿元，

以生态观光、休闲度假、养生健体、体能

拓展、科普体验、猎奇探险等为旅游主

题，是围绕大山景区开发建设的体验式

旅游项目。除此之外，总投资超4亿元

的二龙山风景区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中，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生态农业多

位于一体的桃源神话农游一体化项目

也正在加速建设，以保护生态资源、合

理开发、有效利用为原则的吴垭石头村

修复工程已经启动……

目前，内乡的旅游画卷正绚烂铺展，

初步形成了以宝天曼为核心的北部生态

山水旅游区，以内乡县衙为核心的古城

文化游览区，以吴垭石头村为核心的西

南部民俗文化旅游区，以赤眉10万亩油

桃基地为代表的生态观光农业旅游区的

“四大特色旅游区”。依托这些资源优

势，该县年接待游客达500万余人次，带

动就业近3万人，拉动经济效益达15.5

亿元。（樊珂）

汝阳县
打造“西泰山+甪里艾”
康养游新模式

内乡县衙
党课用小故事演绎大道理

鸡公山开启中国饮食文化体验之旅

这群南开“洋”学生玩嗨了

精彩活动

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