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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话景区——景区介绍

带您游景区——旅游足迹

为您说时事——时事法制

同您聊“旅游+”——全域旅游

刊首语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

发〔2009〕4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62 号、《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 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政

策文件法律法规的发布，中国旅游业和高职教育事

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5 年已然是这项事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年。值此创刊《辉旅游行业资讯》，以期立足

旅游高职教育平台，引导学生关心、关注旅游行业

发展态势，增强学生抓取行业前沿资讯意识和实际

动手能力，强化学生资料搜集、文本编辑、期刊设

计等技能，调动学生自发、自主、自觉提升自我价

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

本刊主编李辉自 2001 年从事旅游高职教育以

来，处处关注旅游行业与时发展，时时思考旅游高

校教研改革，拟为旅游业、旅游教育事业贡献绵薄

之力......乃成：【辉旅游教育】。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是辉旅游的职业理念！

愿以【辉旅游教育】总体思路为指南，以电子期刊

为平台，拓宽渠道，尽心尽力投入旅游高职教育事

业来服务旅游业健康发展！为学生的职业成长保驾

护航、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未来，终身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本刊编委均为高职

旅游大类专业在校生，自愿参与，自主设计，每期

责任编辑 1 人，并由执行总编审核，经总编审定后

公开发布，免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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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天池又称白头山天池，坐落在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内，是中国和朝鲜

的界湖，湖的北部在吉林省境内。长白山气势恢宏，资源丰富，景色非常美丽。在远古时期，

长白山原是一座火山。据史籍记载，自 16 世纪以来它又爆发了 3 次，当火山爆发喷射出大

量熔岩之后，火山口处形成盆状，时间一长，积水成湖，便成了现在的天池。而火山喷发出

来的熔岩物质则堆积在火山口周围，成了屹立在四周的 16 座山峰，其中 7座在朝鲜境内，9

座在我国境内。这 9座山峰各具特点，形成奇异的景观。

天池位于著名的长白山十六峰的环抱簇拥之中，背倚海拔 2749 米的长白主峰白头峰，

其池水的海拔高度为 2192 米，比新疆的天山天池还要高出 200 余米，是中国最高、最深的

火山湖。天池南北长 4.85 公里，东西宽 3.35 公里，池水总面积达 9.82 平方公里，虽然海

拔只有 2194 米，但却是我国最高的火口湖。其最大的水深可达 373 米，即使是平均水深也

在 200 米以上，是我国最深的湖泊，总蓄水量约达 20 亿立方米。同时，长白山天池也是松

花江、鸭绿江以及图们江的发源地，素有“三江之源”的雅称。

长白山天池景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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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白山天池的海拔较高，水温较低，而且常年没有较大的变化，一年之内有一半的

时间湖面结冰，其冰层厚可达 1至 2米。即便是在气温较高的夏末秋初，偶尔气候转坏，顿

时狂风大作，冰雹雨雪倾盆撒落。池中惊涛击岸，池边沙飞石走，山中松涛狂吼，令人不由

得不感慨大自然的神奇威力！

天池的内壁是由白色的浮石及粗面岩构成的峭壁悬崖。天池终年笼罩于浓密的厚雾之

中，仿佛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待到温暖的夏季来临，阳光明媚。天空晴朗之际，登顶白

头山天池，但见群山环绕，白云于山腰上缠绵缭绕，池中之水愈发出落得澄蓝清澈，水波似

镜；山岩陡壁倒映其中；池畔的长白杜鹃、高山雏菊、罂粟花竞相怒放，红、黄、白、紫群

芳争艳，真是美仑美幻，令游人乐不思归。

天池的水从一个小缺口上溢出来，流出约 1000 多米，从悬崖上往下泻，就成著名的长

白山大瀑布。大瀑布高达 60 余米，很壮观，距瀑布 200 米远可以听到它的轰鸣声。大瀑布

流下的水汇入松花江，是松花江的一个源头。在长白瀑布不远处不远还有长白温泉，这是一

个分布面积达 1000 平方米的温泉群，共有 13 眼向外喷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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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住宿：

天池住宿十分方便，高中低档价格各异的宾馆和招待所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客人的住宿需

求。有长虹大酒店，设施齐全，下塌方便舒适。还有被吉林省旅游局评定为二星级旅游涉外

饭店白山宾馆。

长白山旅游交通：

长白山在吉林省东南部，距长白山北坡最近的是二道白河镇，距长白山西坡最近的是松

江河镇，长白山机场距离西坡最近。

火车：乘火车去长白山，有两个火车站可以选择，一个是距二道白河镇 160 公里的“安

图”站，另一个是二道白河镇的火车站是“白河”站，有直达沈阳、长春、吉林、通化的火

车。

飞机：共用两个机场，一个机场是延吉机场，延吉机场有直飞长春、北京、沈阳、大连、

青岛、烟台、广州、韩国的航班。机场距离二道白河镇 220 公里，车程约 3 小时。另一个机

场是新建的长白山机场，机场距离西坡最近，距离二道白河镇 90 公里，有飞长春和北京航

班。

公路：二道白河镇客运站有直达长春、吉林、安图、延吉、敦化、和龙、珲春、牡丹江、

梅河口的长途汽车。如果是自驾车，须先到二道白河镇，从敦化方面可走 201 国道，延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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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走 302 国道。

拼车: 从二道河镇到长白山北坡，10 元/人、20 元/人往返。

包车: 从二道河镇包普通出租车到北坡是 40 元，到西坡是 300 元。包轿车到北坡是 120

元往返;包 7座面包到北坡是 140 元往返。

长白山山内交通：

登长白山有两条路，一般从延吉方向来需从北坡登山，从沈阳长春等地到白河需从南坡

登山。从南坡登山，可以二道白河镇作为落脚点；从西坡登山，可以松江河镇为落脚点。这

两条线路经过长白山的三分之二景点，主要有天池和长白山大峡谷。

两条线路都设有山门，门票每张 100 元。山内有 68 元的环保车。在二道白河镇可以搭

车游览北坡各景点，从北坡上天池必须乘坐越野车。从西坡上天池则没有其他费用。两座山

门有环山路相通。（本站编辑建议：从西坡上天池比较经济，如泡温泉和看瀑布则可选择去

北坡。）

长白山美食：

长白山区的饮食特色以东北风味和朝鲜风味为主，东北风味主要是炖菜和凉拌菜。再加

上这里有丰富的山珍资源，以山珍为原料制成的菜肴味道鲜美，是到长白山不可不尝的美味。

在宾馆中一般都有“山珍宴”供可让你一饱口福。

长白山是中朝两国的界山，当地朝鲜族众多，朝鲜族的日常饮食以米饭为主食，包括大

米、小米以及五谷饭等，副食则为汤、酱、咸菜和一些泡菜，风味独特。 朝鲜泡菜非常有

名，多以桔梗、蕨菜、白菜、 萝卜、黄瓜、芹菜等为原料，吃来清脆爽口，辣得恰到好处。

长白山景区门票:

山门：100 元/人； 环保大巴:68 元/人；天池水面:25 元/人；主峰倒站车:80 元/人

浮石林/冰水泉:50 元/人

【资料转引自 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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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解释一下“青州”这一 地名。众所周知，大禹治水时期，把全国分为九个区域

让人居住，九个区域就是"九州”，九州也就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过去，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

就叫”九州方圆”，青州即为九州之一。它有 7000 余年的发展史，2013 年 11 月 18 日，青

州被国务院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7 年 2 月 25 日，潍坊市青州古城新晋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青州，具有悠久的历史。从西汉设立青州刺史部，到明初的山东省会，历经 1500 年，

青州城一直作为青州、北海郡、平卢淄青镇、京东路、益都行省、山东行省等国家一级政区

和一级军区的驻所,相当于今天的省会。

青州上下五千年，犹如一幅斑驳灿烂的历史画卷，浓缩了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

云门山景区

众多来青州的游客，首选景点就是云门山。其原因就是这里有中国古代最大的摩崖石刻

——巨寿。延年益寿，是人类最美好的愿望，登云门，祈长寿，这一份祝福，不仅留在你们

心中，也带给你们家中的父母双亲和众多长辈

青州古城景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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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巨“寿”

位于云门山山顶北面，开凿于明嘉靖年间的摩崖巨“寿” 为全国之最。字高 7.5 米，

宽 3.7 米，仅寿字下面的“寸”部就高 2.3 米。故有“南佛北寿”、“人无寸高”之说，据《辞

海》记载，“寿比南山”即出自于此。驼山石窟造像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拥有大小

石窟 5座，摩崖造型 1处，造像 638 尊。

驼山

名为“驼铃千寻”的驼山距，与云门山东西相望。因为山形像一头骆驼，所以称为“驼

山”。驼山，位于青州城西南，为古青州八景之一，被称为“驼铃千寻”。驼山是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国家地质公园。明朝正德年间，官居兵部尚书，太子太保的乐平人乔宇书写的

“驼山”两个大字，镶刻在山前的石壁上，至今还依然在目，在山东乃至全国享有盛誉。

山体巨佛

青州巨佛主体部分由劈山和磨脐山组成，叠连九座山头、仅面部就长达 2500 米、堪称

世界第一的山体巨佛。历经 1400 余年，至今偶经发现后，现已成为山东乃至全国重要的旅

游景点之一。这座山体巨佛位居青州西南十公里处，凿于 552--576 年间。令人称奇的是，

九座山头从东西南北任何方位观看巨佛都是一组普通山头，惟有从佛雕石窟众多的驼山一处

方位恰好能观其真实形象，驼山群佛均面而拜之。巨佛传神达意，神采飘逸，直鼻薄唇，惟

妙惟肖，且发髻、喉结、胡须形象逼真，清晰可见，这在人类文化史和世界佛教史上都至为

罕见。山体巨佛乃广福寺龙场之余气，故现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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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秀色

玲珑山位于青州市西南十公里处，又名北峰山，早年间还有个名字叫逄山，那是因为殷

代的诸侯逄伯陵氏封于此地而得名。嵯峨的石峰林凸起在浑圆的山顶上，远远望去，恍好一

座雄踞山巅的古代城堡。玲珑剔透的怪石，形态各异的洞穴遍布山林，它简直像一块巨大的

盆景石，搁置在天地之间。玲珑山主峰海拔 567 米，峻峰锐起，耸拔突兀，实为一方之冠

十里古街

青州古街北起北关跨过万年桥，南至偶园街、卫街、东关真教寺，其中保存较完好的有

棋盘街、昭德街、卫街、偶园街、北门街、北关街等，这些街道相依相连，绵延约 5公里，

被称为“十里古街”。夜晚的古街更是流光溢彩，分外惹人爱。

【资料转引自 八喜旅游网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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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卡盐湖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面积 105 平方公里，储盐量达 4 亿 4 千多万吨，已有

3000 多年的开采史。

湖中含有近万种矿物和 40 余种化学成份的卤水，是我国无机盐工业的重要宝库。盐类

形状十分奇特，有的象璀灿夺目的珍珠，有的象盛开的花朵，有的象水晶，有的象宝石，因

此才有珍珠盐、玻璃盐、钟乳盐、珊瑚盐、水晶盐、雪花盐、蘑菇盐等许多美丽动人的名称。

游客在此即可观赏盐湖风光，又可参观机械化采盐作业，通向湖心区的小火车是深受游

客欢迎的乘载工具。

住宿:

茶卡镇只有一条主干路，宾馆、招待所、饭馆、汽车站都在这条路上。有青盐宾馆，标

准间 70 元－96 元/间，双人间 30 元/床；四人间 20 元/床，咨询电话：13086222827；盐场

内也有招待所，另外镇上的招待所即使不是标准间也非常卫生，条件很好。

青海景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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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茶卡距西宁 310 公里，早上从西宁出发，中午就可到达茶卡盐湖，中巴 80 元/人，包车

300 元。也可乘坐去茶卡、乌兰、德令哈等各个班次的长途汽车前往，茶卡盐场可为游客的

食宿提供方便。

建议：建议游览盐湖跟旅行团前往，往往这种旅行线路是跟青海湖连在一起的，青海交

通旅行社目前开发了这两个盐水湖二日游的路线，夜宿其中一个景点，600 元/人，包括住

宿及门票，达到一定人数，才会开设这一旅行线路。 门 票：32 元

美食:

饮食方面以面食（尕面片、拉面等）和牛羊肉为主，青海的特色酿皮和酸奶也可以吃到，

并且消费较低，面食都在 10 元以内。

【资料转引自 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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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位于修武县以北，1987 年被列为河南省级风景名胜区之首。境内有各具特色的

八个景区：包括三秀峰等 36 峰、24 泉、10 大洞天和 5个飞瀑。老潭沟瀑布，上接蓝天，下

连石坪，落差 310 多米，十分壮观。温盘峪则被誉为“盆景峡谷”。人文景观有汉献帝陵墓

及避暑台，“竹林七贤”隐居著述地一百家岩及其遗址嵇康淬剑池、刘令醒酒台以及孙登长

啸台等。茱萸峰海拔 1300 多米，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著名诗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写

于云台山。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云台山景区门票：

旺季价格：120 元/人（旺季：3月到 11 月）

淡季价格：60 元/人 （淡季：12 月到 2月）

免票范围：现役军人凭军官证或士兵证、离休干部凭离休证、70 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身

高低于 1.3 米的儿童。

半价票范围：在校学生凭学生证、残疾人凭残疾证、60 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

景区内部交通费：30 元/人，交通费的有效期为两天。

内部交通费免票范围：身高低于 1.3 米的儿童。

云台山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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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景区门票为通票制，可游览云台山景区内的所有景点，有效期为两天，实行分景点验票

的制度，共设山门、红石峡、潭瀑峡、茱萸峰、万善寺等验票处,凡是验过票的景点，不能

重复游览，百家岩景点尚未开发完善，请您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住宿:

云台山庄为云台山的主要住宿地，另外山中还有家庭宾馆提供住宿，收费相对便宜。或

者到修武县、焦作住宿，都是比较方便的。

交通:

到达景区交通

从河南郑州、洛阳，河北石家庄，山西太原，陕西西安，湖北武汉，山东济南，北京等

方向到达焦作或者是修武后，可以在这两个地方转车去云台山。

航空

外地游客可乘飞机到郑州新郑机场、洛阳，然后再转乘汽车来焦作，亦可乘坐火车直达

焦作、修武。

火车

从北京、济南（沿泰安、菏泽）、太原、连云港、徐州、重庆、南阳均有直达焦作的火

车。外地旅游者也可乘坐火车到达郑州、洛阳、开封、新乡，然后再转乘汽车来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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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山西晋城、郑州、新乡、开封、安阳均有高速公路可以直达焦作，游客到达焦作后，从

焦作市或是焦作修武坐转旅游车即可到达云台山；若乘长途汽车，在焦作市、修武县汽车站

转旅游车即到。

山东菏泽，江苏徐州可乘长途车在郑州或新乡下，坐大巴到焦作，郑州段为高速，新乡

段为二级公路，路况都很好。

自驾车

云台山地处中原地带，交通十分便利，四通八达，各地道路交通状况良好，喜爱自驾车

的旅游者可以自己开车到达云台山。

从北京开车 8-10 个小时到达景区。从北京直接前往云台山可参考如下路线：

六里桥上京石高速，河北收费站缴费 15 元。

石家庄南收费站缴费 60 元上石 ( 家庄 ) ———安 ( 阳 ) 高速。

临漳收费站缴费 60 元，上安 ( 阳 ) ———新 ( 乡 ) 高速。

从新乡下高速后走获嘉、修武上云台山。

摩托车

可以从洛阳骑摩托车直接到达景区山门，共需要 5个小时的时间，为了安全起见，进入

景区内游览请换乘景区旅游观光车，票价为往返 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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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焦作到达云台山

焦作距离云台山约 30 公里的路程，旺季可以坐旅游车(delica)，在旅游旺季每半小时

一趟，行驶时间大约 30 分钟；或者坐三路车到方庄然后打车上山，人多打车上山更方便一

些。

云台山景区内交通

景区内有快捷便利的观光车队，泉瀑峡有舒适环保的电瓶车队，电瓶车票价单程 5元/

人，路程 1公里。

中心城市

太原，郑州，洛阳，北京，西安，菏泽，徐州可把云台山作为周郊游景点。

云台山距各地距离

南距郑州： 98 公里

东南距开封： 160 公里

西南洛阳： 120 公里

东距新乡： 60 公里

东北距安阳： 160 公里

北距山西晋城：80 公里

北距山西长治：12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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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距济源： 70 公里

美食:

修武黑山羊，个大肉多，体质健壮，肉鲜香细腻，且无膻味，其营养价值高，有益气补

肾，祛寒暖胃功能，是老年人和久病体弱者的滋补佳品，有清炖羊肉、葱爆山羊肉等吃法。

在云台山庄全年都可以吃到，但需要提前预定。

【资料转引自 中国旅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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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出去旅游

经常会选择跟团

而当我们与旅行社签订一些旅游合同时

难免会遇到一些“霸王条款”

旅游必备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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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给大家收集了一些条款的解读

干货满满

相信可以让大家以后旅行能“游”法可依

对霸王条款大声说不

1．用不可抗力免责

霸王条款：“因交通延误、战争、大风大雾、政变、罢工、自然灾害、飞机故障、航班取消

或更改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致的额外费，旅行社不予承担。”

解读：交通延误、飞机故障、航班取消等不属于不可抗力范畴，不能成为旅行社免责的理由。

该条款擅自扩大了不可抗力的范围，也扩大了旅游经营者的免责事由范围，加重了旅游者的

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对于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额外费用，旅行社不能一概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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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产损失概不负责

霸王条款：“请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如有财物丢失，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解读：《旅游法》第 70 条规定：“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行社未尽到安全提示、救

助义务的，应当对旅游者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3．中途退团费用不退

霸王条款：“客人中途临时性退团团费一律不退。”

解读：《旅游法》第 65 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当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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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本条款未考虑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的原因，也未合理

分配合同解除后双方的责任，既违背了公平原则，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加重了旅游者的

责任，排除了旅游者的权利。

4．违约金超过法定或合理数额

霸王条款：“游客因个人原因违约不能成行的，按照下列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在出发前

2～1天以内通知的，收取团费的 100%的违约金。”

解读：《旅游法》第 65 条赋予了旅游者在旅游行程结束前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组团社在扣

除必要费用后应将余款退还给旅游者。旅游行程结束前可能发生在旅游行程开始后，也可能

发生在成行之前。本条款所规定的违约金可能过分高于因旅游者违约给旅游经营者造成的损

失，加重了旅游者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不予更改、签转、退票。

5．出票后不可更改

霸王条款：“合同一经签订且付全款，团队机票、列车票、船票即为出票，不得更改、签转、

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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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旅游法》第 65 条赋予了旅游者在旅游行程结束前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组团社在扣

除必要费用后应将余款退还给旅游者，即尚未购买的票不再购买，已经购买的票在扣除退票

费后退还给旅游者。本条款违背公平原则，属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

6．出现自然单间游客补房费

霸王条款：“如出现单男单女，旅行社尽量安排该游客与其他同性别团友拼房;如不愿拼房或

未能拼房，请补齐房差以享用单人房间。”

解读：旅行社是旅游组团的组织者，自然单间的出现，并非旅游者过错，而是旅行社组织不

当造成的。出现自然单间，应由旅行社与宾馆(旅馆)协商解决，不应强迫由旅游者补交房差。

该条款违反了《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排除并侵害了旅游者的公平交易

权、自主选择权。

希望这次的法制宣传

能让大家的旅行

乘兴而去，尽兴而归

【资料转引自 临安清凉峰省级旅游度假区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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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河之旅 老家河南——河南黄河文化旅游系列主题推广活动”在河南艺术中心

文化广场启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河南黄河沿线十大主推产品、十大主题活动和十

大配套活动。此次活动整合了全省沿黄文化旅游资源，推出了一系列新产品、新体验、新玩

法，全面展示河南黄河主题文化旅游产品，塑造黄河文化旅游品牌。

下面就带大家一起看看，黄河文化旅游十大新玩法都有啥？

河南黄河沿线十大主推产品为：

01“穿越五千年”——华夏文明溯源之旅

以沿黄流域黄河文明为主题，以文化遗址类景观和博物馆为主，包括三门峡仰韶村遗址、

黄河文化旅游新玩法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8月 第 15期
总第 127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21 -

虢国博物馆、灵宝函谷关、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隋唐洛阳

城国家遗址公园、千唐志斋博物馆、郑州黄河博物馆、商城遗址、黄帝故里、郑韩故城、河

南博物院、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开封古城墙、开封博物馆、安阳殷墟遗址和中国文字博物馆

等。

02“大河安澜”——水利水工研学之旅

以治水兴水为主题，推出水利水工的游学研学产品，包括黄河三门峡大坝、黄河小浪底

大坝、嵩县陆浑水库、焦作嘉应观、郑州南水北调穿黄工程、封丘曹岗险工、开封禹王台景

区和兰考东坝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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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黄河岸边古村落”——探秘体验之旅

以“品乡村之美、享健康人生”为主题，推出沿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主要包括三门峡

北营村、焦作一斗水村、孟州莫沟村、洛阳孟津卫坡村、新安石井寺坡山、济源水洪池村、

五里桥村、郑州方顶村、新乡原武古镇和获嘉同盟古镇等。

04“我是非遗传承人”——黄河传统文化传承之旅

以“讲好非遗故事，弘扬黄河文化”为主题，推动黄河流域民间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

包括三门峡地坑窑院(窑洞营造技艺、民俗、澄泥砚、民间剪纸、捶草印花)、洛阳洛邑古城

园区(河洛大鼓、孟津剪纸、皮雕等)、新安黄河澄泥砚、汉关紫砂、封丘豫剧祥符调、开封

朱仙镇木版年画和汴绣展示馆等。

05“慢行黄河生态廊道”——自驾骑行之旅

引导自驾游协会、骑行协会等社群团体参与“慢行黄河生态廊道”活动，包括三门峡黄

河生态廊道、函谷关涧河生态绿道、洛阳孟津黄河绿道、郑州黄河文化公园、开封黄河生态

廊道和商丘黄河故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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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泛舟黄河”——水上体验之旅

着力强化体验性、互动性，推出黄河系列亲水旅游项目，在三门峡黄河大坝乘游轮一路

高峡平湖，体验船行柳梢之美妙；小浪底黄河三峡可实现中原看海，饱览“黄河之水天上来”

的奇观;郑州市区最大的人工湿地—北龙湖湿地公园、封丘黄河湿地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等地方，都是周末享受湖滨观鸟的好去处。

07“老屋中的新时光”——精品民宿体验之旅

主要包括三门峡卢氏秘境·山水隐庐度假综合体、焦作云上院子、济源小有洞天、巩义

逍遥谷和明月村山石舍、商丘芒砀小院等具有浓郁黄河风情的精品民宿打卡体验活动。

08“黄河岸边潮生活”——时尚生活休闲体验之旅

以三门峡天鹅湖旅游度假区、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重渡沟旅游度假区、济源那些年

小镇、郑州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二砂文化创意园区、樱桃沟足球小镇、开封清明上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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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盛角和双龙巷历史文化街区等为主打产品，体验黄河文旅产品休闲和时尚。

09“黄河味道”——特色美食之旅

主要包括三门峡粉蒸肉、灵宝苹果、温县铁棍山药、济源官帽馍(鸡蛋不翻儿)、洛阳牡

丹燕菜、孟津白鹤套肠、新安烫面角等、安阳滑县道口烧鸡、郑州烩面、新郑红枣、封丘卷

尖、开封鲤鱼焙面等，体验舌尖上的黄河味道。

10“点亮夜经济”——沿黄城市休闲夜游之旅

包括洛阳洛邑古城、应天门光影秀、夜游龙门、云台山夜游(云溪梦谷)、郑州建业电影

小镇、樱桃沟景区、开封鼓楼夜市、济源王屋老街等夜游体验活动。

围绕以上十大黄河文化旅游产品，将以“大河之旅 老家河南”为主题，举办系列黄河

文化旅游推广活动。接下来将陆续举办网络大 V主题采风活动、黄河文化旅行研学大会、“金

夏有约，豫见黄河”直播推介活动、黄河大堤星空露营节、“黄河岸边是我家”采风写生活

动、“情系老家 唱响黄河”群众演艺挑战赛、“大河上下”艺术摄影展、“悦读黄河”演讲、

征文、微视频大赛、“颂黄河•迎国庆”系列宣传片展播季、“约惠一夏 行知大河”暑期文旅

消费季等十项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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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郑州、开封、洛阳、安阳、新乡、焦作、濮阳、三门峡等黄河沿线城市还将举

办“大美黄河•醉郑州”短视频创作大赛活动、“多彩黄河 印象赞歌”艺术作品展、“古都夜

八点”文旅消费品牌行动、殷商文化主题活动、“宿在黄河畔”美宿家体验活动、“从黄河之

滨，到太行之巅”自驾旅游大会、黄河文明与太极文化研讨会、黄河沿岸杂技展示系列活动、

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黄河故道湿地花海徒步穿越活动等。

黄河文化旅游新玩法，既涨知识又新奇，快来打卡吧！

【资料转引自 开封市文旅局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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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

未来，为旅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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