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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河南之旅

4月 28日，夜幕降临，济源王屋
老街山海幻境灯光秀准时上演。上
千个 LED 灯组，为游客们展现出一
个梦幻的灯光世界，带去一场似真似
幻的视觉盛宴。

演出结束后，游客们纷纷走进
“光怪陆离”的王屋老街，与“百兽”同
游，仿佛置身另一个奇幻的平行世
界。

“王屋老街自 2019 年五一正式
营业以来，已经成为王屋山景区的

‘网红’打卡地，尤其是美丽的夜景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观光游览，
王屋‘夜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态
势。”济源王屋山景区有关负责人说。

济源位于菏宝高速、二广高速的

交叉点上，距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90
分钟车程，距洛阳机场 50分钟车程，
距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都是 30分
钟车程。2020 年年底，济洛西高速
全线通车，将济阳、菏宝、宁洛、连霍
高速公路连为一体，使洛阳到济源的
行程压缩到半小时内。

这里不但是愚公精神的发源地，
还是太行山国家森林步道的起点。
这条步道从济源王屋山出发，穿越壮
美太行，一直到达北京的八达岭国家
森林公园，是全国唯一直通首都的森
林步道。

沿步道前行，沿途山势雄伟、林
海苍莽、风光旖旎。徒步爱好者们不
仅能饱览雄奇秀美的自然风光，还能

领略太行山独特的人文内涵。愚公
驿站较为完备的基础保障功能，则为
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步道在济源经过一条小河，河畔
的“小有洞天”民宿，备受消费者追
捧。“每年的 4月至 11月是旅游的旺
季，也是民宿生意的旺季。目前，五
一假期的房间均已订满。”“小有洞
天”民宿负责人许峰告诉记者，“我们
这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当地村
民。他们经过培训在这里工作，提升
了服务技能，获得了不错的收入。”

一路通，百业兴。高速公路带来
的便捷，让游客花在旅途的时间越来
越短，留在景区的时间越来越长，在
快旅慢游中，充分感受诗意与从容。

□本报记者 宋敏

上午在安阳殷墟

领略“一片甲骨惊天

下”的灿烂文明，下午

在焦作云台山欣赏太

行之秀丽壮美，晚上还

能到济源王屋老街在

光影里感受梦幻炫酷

的神话世界……

旅途越来越“短”，

景点之间越来越“近”。

亘贯中原、纵横交错的

河南高速公路，穿起我

省旅游黄金线上的颗颗

“明珠”，让曾经“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绿水青山，

变身为带动百姓致富的

“金山银山”。

体验快旅慢游高速旅游长廊

“正前方您看到的便是殷墟博物
苑的大门，这扇红色的大门是根据甲
骨文中的象形文字‘门’字设计建造
的……这扇苑门已经是古都安阳的
重要标志了。”4月 27日，在安阳殷墟
博物苑，出现了一群萌娃的身影，他
们用稚嫩的声音，绘声绘色地开展义
务讲解，让游客忍不住驻足聆听。

“近几年，来安阳的游客越来越
多。作为土生土长的安阳孩子，我正
在努力学习殷商文化，以便向各地的
朋友宣传好我的家乡。”12岁的宋秉
瑞说。他是安阳趣玩儿工作室的一名
小义务解说员。“我们先是在仓巷街讲
古城文化，去年又进驻殷墟开展义务
讲解。”趣玩儿工作室负责人刘艳说，

“此举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增长了他
们的见识，也服务了游客，一举数得。”

安阳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目前拥
有“两纵三横一环”6条高速公路共
294公里，京港澳高速、南林高速、大
广高速等都经过这里，为游客到来提
供 了 非 常 便 利 的 条 件 。 据 介 绍 ，
2021 年清明节假期，安阳旅游市场
共接待游客45.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68 亿元，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分别

增长了8%和10.49%。
交通对旅游发展、文化传承的带

动作用，马氏庄园景区管委会主任焦
会敏也深有体会。“2018年产业集聚
区中轴线和庄园大道贯通投运。如
今走南林高速从曲沟站下站，8分钟
就可以到马氏庄园。马氏庄园是安
阳距离高速最近的景区之一，吸引了
众多青少年来此研学。”焦会敏说。

同样是古都，开封又是另一番模
样。当夜幕降临，坐一艘船，游一条
河，一桥一景、移步换景，大宋御河的
美景，让游客恍若置身画中。在古味
浓郁的大街小巷中，挂着相机的游客
闲庭信步，古今交融并无违和感。

“不愧是八朝古都开封，连收费
站也是雕梁画栋、古香古色。”4月 29
日，“沿着高速看河南”集中行采访团
成员赞叹。

连霍高速开封站是河南最早的
高速收费站之一，运营27年来经过两
次改扩建。它向四方宾朋展示古城开
封浓郁的文化古韵，是开封市连接外
界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个站距离开
封市区5公里，距离各大景区都很近，
据不完全统计，来开封的自驾游车辆，

三分之二都是从这里下站的。”连霍高
速开封站副站长张豪杰说，“很多游客
出了收费站后，都会停下来拍个照，这
里已成了网红打卡点。”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全省高速
公路的发展为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交通与文化旅
游的深度融合，游客到河南能更好地
体验“诗和远方”，在“老家河南”，

“豫”见美好。③8

沿着郑云高速一路驰骋，从云台
山站下站，再有3.5公里，就到达位于
辉县市薄壁镇的宝泉景区。

“高速公路的畅通，让‘说走就走的
旅行’从理想变为现实。郑云高速开通
后，景区年游客接待量迅速从不到100
万人次上升到约200万人次，带动效果
十分明显。”宝泉景区副总经理宋福丽
说，当前沿太行高速正在修建，建成后，
直达景区的高速公路又多一条。

宝泉景区自运营以来，不断带动周
边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如今，这片绿
水青山已真正成为村民的金山银山。

“以前交通不便，收入单一；如今随
着高速路网的延伸，全家人不仅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改善了居住条件，还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宝泉景区内东寨村村民
郭梦莹说，“我老公和家人在景区建设
中做工程这一块，我自己也经营了一家
小店。随着宝泉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
的经济收入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郑云高速全长 66.8 公里，穿邙
山、跨黄河，直通风景优美的南太
行。除了宝泉，焦作云台山也受益于
这条高速。

作为河南老牌的国家 5A 级景
区，云台山的名号一直很响亮。郑云
高速的建成通车，让游客来往更加方
便；不断涌现的精品民宿，也吸引更
多游客住了下来。

“近年来，云台山邀请哈佛、清华
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设计师，针对岸
上小镇打造民宿美学新亮点，帮助并
引导普通酒店向优质民宿升级，推动
乡村度假小镇的建设发展。”云台山
镇政府综治中心主任康国亮说，依托
云台山每年700万人次的客流量，云
台山镇成了备受游客追捧的民宿小
镇，人均年收入大幅提升。

当前，高速公路“13445”工程正
在加速推进，到2025年年底，全省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达 1 万公里以
上。便捷的交通，带火了旅游业，带
来了就业机会，也必将为乡村振兴注
入磅礴动能。

□本报记者 宋敏 郭北晨

去高速公路服务区吃喝玩乐，已
然成了许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当
你途经高速公路沿线“网红”服务区
时，是否也有下车体验一把的冲动？

陆浑服务区：

是驿站也是景区

4 月 30 日，记者从洛阳出发，沿
着洛栾高速一路向南行驶，进入嵩县
境内后，陆浑服务区便呈现在眼前。
驶入其间，宽阔的陆浑水库与远处的
山峰相得益彰、如诗如画。在此停留
的游客纷纷下车，眺望远方，伸个懒
腰再来个深呼吸，旅途的疲惫瞬间被
眼前的美景融化。

陆浑服务区在全省首家采用单
侧集中式服务区设计，是集餐饮、住
宿、购物和观光、旅游、度假等于一体
的多功能综合性服务区。“在这里不
但能欣赏库区的美景，还能品尝陆浑
水库的鲜鱼。”陆浑服务区相关负责
人说，随着洛栾高速车流量不断增
大，在游客的旅途中，该服务区也成
了一道亮丽的景色。

陆浑服务区北依古都洛阳，南连
旅游胜地栾川，周边“峰林仙境老君
山”“地质奇观鸡冠洞”“人间仙境白
云山”等热门景区星罗棋布。当前，
该服务区正致力于打造集观光休闲、
会展培训、美食垂钓、水上运动、交通
服务于一体，拥有多种交通旅游功能
和设施，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的
路域旅游综合体，未来将成为“豫西
山水画廊”的交通旅游“门厅”。

打卡“网红”服务区

安阳服务区：

找到“家”的感觉

1元能洗车、5元能找张床休息，
食品加工制作过程通过餐厅大屏就
能看到……在京港澳高速安阳服务
区，货车司机真正享受到“喝口热水、
吃口热饭、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
的服务。

在这个服务区的“司机之家”，设
有休息室、淋浴间、布草间、销售专区
等区域，提供无线网络、开水、洗衣、
淋浴、测血压、ETC充值圈存等多项
服务。例如洗衣房可提供快速洗衣、
烘干一体式服务，司机在休息之余就
能洗好衣服；淋浴间向司机提供热水
淋浴，让司机轻松缓解疲劳。

午饭时间，满屋飘香，刚做好
的 热 烧 鸡 ，软 烂 鲜 美 。 这 里 的 后
厨，采用“6S”标准化管理，刀具与
刀板分色、分类切配，避免生熟、荤
素混淆。

优质的服务，让行驶在京港澳
高速上的司机在安阳服务区找到

“家”的感觉。吃饭住宿的司乘人员
越来越多，地方特产、扶贫农产品销
售额逐年增长，仅安阳特色食品道
口烧鸡，每年销售额就超过 200 万
元。

郑州北服务区：

农产品销售搭“快车”

如果你想买土特产，不妨在连霍
高速郑州北服务区停下看看。在占地
200 平方米的河南交投消费扶贫馆
里，网红酸辣粉、野生葛根粉、小磨香
油、野山花蜂蜜等特色农产品应有尽
有，土特产披上精美包装，看起来时尚
诱人，来这儿购物的游客络绎不绝。

“专馆专区的设立，让特色农产
品搭上高速服务区的‘快车’，打开了
广阔的销路。”郑州北服务区经理张
旗林说，“我们还尝试‘触网’直播卖
货，如今销售额已突破70万元。”

郑州北服务区是河南投入运营
较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为通行
连霍高速及郑州市绕城高速的车辆
提供服务和补给，是典型的城区高速
公路服务区。

走进消费扶贫馆直播间，只见两
位美女主播手里拿着芝麻酱正卖力
介绍，手机屏幕上不时弹出消费者
的咨询信息。“消费扶贫馆吸引了大
量顾客关注和消费，不仅提高了服
务区的知名度，也有助于将更多扶
贫产品推向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张旗林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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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改变生活高速直达景区

传承看见未来串联特色文化

京港澳高速安阳服务区内基础
设施完备。

服务区工作人员正在直播销售
特色农产品。

▼纵横交错的河南高速公路一
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
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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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南太行宝泉景区拥有中原地区壮辉县南太行宝泉景区拥有中原地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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