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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郑太高铁本月12日的全线贯通，从“天地之中”到“锦绣太原”仅需2.5小时，使两地人民的交流互动更加方便快捷。郑州，一个来了都说

“中”的城市，山西游客去了该玩些什么呢？
近日，在太原举行的郑州文化旅游推介会上，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明伟通过“一文一武一出戏，两黄两山两座城；三汤三面三碗

酒，四季四游四方客”图文并茂的描绘，为与会嘉宾分享了一则《诗画郑州》游览口诀。他表示，跟着这则口诀大家畅游郑州后，定会感觉不虚此行。

郑州旅游品牌影响力正
与日俱增

郑州是河南省省会，首批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中国八大古都之
一。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
富，全市各类文物古迹达10000余
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8 处 43 项，3A 级以上景区 37 处
（含3A级景区），新兴的工农业旅
游点近百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
群、嵩山胜景、少林功夫、黄河风
光、黄帝故里逐渐成为郑州市最具
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郑州还是中原祖根文化的核
心地域，共有郑、王、冯、许、何、方、
郭、高、夏等 28 个姓氏源于郑州，
著名历史人物建筑宗师李诫、道家
名师列子、郑国名相子产、诗圣杜
甫、诗王白居易等都出生于郑州。

近年来，郑州旅游产业结构日
趋合理，综合服务功能日益增强，
初步形成了以旅游信息咨询服务
中心、新版旅游网站、微信公众平
台为媒介，智慧旅游、全域旅游为
统筹，以沿途旅游交通标识牌、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为支撑的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以嵩山少林寺、黄帝
故里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体系，以
黄河文化、伏羲山美景为代表的自
然山水体系，以郑东新区、沿黄游
憩带为代表的城乡体闲产品体系，
以少林国际武术节、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为代
表的旅游商品体系，郑州旅游服务
设施配套日渐成熟，多元化的市场
结构已经形成，旅游业发展呈现勃
勃生机，已成为具有较强综合接待
能力的旅游城市。

密布成网的高铁晋升为越来
越多游客出行的头号选择。郑州
已进入2小时高铁圈，成为中部地
区旅游集散中心城市，使游客在2
小时车程内，可游览河南主要旅游
景（区）点。交通的发达和便利加
上四季适宜的气候，进一步提升了
郑州的旅游品质，推动当地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郑州银基
动物王国于今年8月18日正式对
外开放，“老家河南”再添新魅力。
作为国内首个集动物互动展示、游
乐设备、演艺巡游、科普教育等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动物主题乐
园——郑州银基动物王国已成为

游客争相前往的网红打卡地。作
为具有国际范儿、全新一代动物主
题乐园——银基动物王国为当地
全域旅游发展增添新的亮点，更为
郑州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丰富新的内涵。

特色文旅吸引游客畅游
“功夫之都”

那么，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副局长李明伟所说的“一文一武
一出戏，两黄两山两座城；三汤三
面三碗酒，四季四游四方客”中所
涉及到的郑州当地经典景区和特
色美食有哪些呢？

“一文”是指河南博物院。院
内建筑宏伟、结构严谨、陈列精
致。共展出各类珍贵文物5000余
件，是世界各地游客了解河南、感
知河南的崇高文化殿堂。尤其是
馆内的“镇院之宝”连鹤方壶，不仅
纹饰细腻新颖，而且结构复杂、铸
造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堪称是春
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被郭
沫若先生誉为时代精神之象征。

“一武”是指始建于北魏太和
十九年，号称“天下第一名刹”的禅
宗祖庭少林寺，是我国最负盛名的
5A级旅游景区之一，也是少林功夫
的发源地。在这里，可一起追寻李
连杰的功夫传奇；我们还会被中国
现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塔林、

“五世同堂”的地质构造所折服；在
夜幕降临之际，顺便看一场气势恢
弘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音乐
大典是少林文化和少林功夫的历
史重现和现实意义的诠释。

“一出戏”是指河南豫剧。豫
剧艺术古今兼纳、刚柔相济、豁达

宽厚，有“中和”之美。经常被谈论
的豫剧旦角六大派系分别是陈（素
真）派、常（香玉）派、崔（兰田）派、
马（金凤）派、阎（立品）派、桑（振
君）派等，大家耳熟能详的豫剧剧
目作品有《朝阳沟》《花木兰》《穆桂
英挂帅》等，因此，来到郑州，一定
要看一场正宗的豫剧表演。

“两黄”是指黄帝故里景区和
黄河风景名胜区。黄帝故里景区
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圣
地，也是十八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拜祖仪式和历代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的现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是
国务院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遗产扩展项目，被评选为“全球
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黄
河风景名胜区分布着炎黄二帝巨
像、哺育雕像、大禹雕像、万里黄河
第一桥、毛主席视察黄河处等 40
余处著名景点。这里已成为全球
华人和国际友人寻根祭祖、观光旅
游的胜地，被誉为万里黄河上的一
颗璀璨的明珠。

“两山”是指中岳嵩山和伏羲
山。中岳嵩山是佛、道、儒三教荟萃
的文化圣山；伏羲大峡谷属伏羲山
核心的区域，是一条以典型红岩嶂
谷群地质地貌景观为主的峡谷景
区，与洛阳龙潭大峡谷堪称姊妹景
区，是养生好去处，避暑胜天堂。

“两座城”是指商代遗址和郑
东新区。传承3600多年辉煌历史
的商代遗址，与其他古都不同，正
位于如今的繁华都市，给予了郑州
傲视其他古都的文化底蕴。其传
承的不只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与遗
址，而是包罗万象的文化传承。如
果想感受郑州的时尚气息和勃勃

生机，在郑东新区CBD，可领略河
南、郑州改革开放新形象的超凡、
大气，也是都市旅游的绝佳去处。

到了郑州，享受一次饕餮盛宴
是必不可少的。“三汤三面三碗酒”
则分别是指羊肉汤、胡辣汤、甜面
汤；烩面、鲤鱼焙面、卤面；杜康酒、
仰韵酒、宋河酒。其中，鲤鱼焙面
是豫菜的杰出代表。

四条精品线路开启美好
中原之旅

中国八大古都中，河南拥有十
三朝古都洛阳、八朝古都开封、七
朝古都安阳、商代亳都郑州四大古
都和曹魏故都许昌等，是体验中华
文明深厚底蕴、追寻华夏灿烂历史
时光的必游之地。为了展示中原
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丰富旅游
资源，让山西游客在郑州休闲度假
时，游得开心、游出新意，郑州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在太原推介会上
重点发布了黄河红色文化之旅、功
夫之旅、动感之旅、美食之旅等四
条精品线路，为游客假日出行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那么，这些线路中
具体会囊括哪些代表性景点和美
食呢？

郑州黄河红色文化之旅
第一天
郑州二七纪念塔、郑州二七纪念

馆、黄河博物馆新馆、1938年花园口
“黄河扒口处”、郑州黄河文化公园

第二天
郑州宇通客车宇通工业园、郑

州三全食品有限公司、郑州思念食
品有限公司

第三天
豫西抗日纪念园、圆方非公党

建学院
郑州功夫之旅

第一天
景点推荐：少林寺、少林功夫

表演-嵩阳书院（距郑州 90 公里；
车程约77分钟）

美食推荐：中餐登封永泰寺素
斋 晚餐登封不一般水席

住宿推荐：禅心居/中州华鼎
酒店

第二天
景点推荐：中岳嵩山-太室

山/少室山-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美食推荐：中餐马遂林烩面

晚餐豫丰汇·河南名菜楼
住宿推荐：禅心居/中州华鼎酒店
第三天
景点推荐：中岳庙-嵩岳寺塔

（市内距离 9 公里；车程约 19 分
钟）-观星台

美食推荐：中餐登封第一刀削
面 晚餐卢店烩羊肉

郑州动感之旅
第一天
景点推荐：银基动物王国银基

冰雪世界（距郑州38公里；车程约
44分钟）

美食推荐：晚餐郑喜旺炒虾
尾/新密喜悦酒店夜市/雨竹轩炒菜

住宿推荐：银基冰雪酒店
第二天
景点推荐：嵩顶滑雪场（距新

密72公里；车程约93分钟）-黄帝
千古情

美食推荐：晚餐虎家烩面/西
义兴卤肉

住宿推荐：永和伯爵/希尔顿/
万豪

第三天
景点推荐：电影小镇京城往

事 方特欢乐世界-（市内距离8.9
公里；车程约15分钟）

美食推荐：濮阳壮馍/吊炉烧
饼/老锅贴等河南十八地市特色小吃

住宿推荐：郑州方特假日酒
店/电影小镇喜见客栈

郑州美食之旅
上午
早餐推荐：方中山胡辣汤（顺

河路总店）
景点推荐：河南博物院
中午
午餐推荐：合记烩面（人民路

总店）
景点推荐：郑州美术馆新馆
晚上
晚餐推荐：阿五黄河大鲤鱼

（天泽街店）
景点推荐：夜游郑东新区

乘着高铁开启美好中原之旅
—— 郑州文化旅游景点和精品线路推荐 本报记者 栗美霞

一条河流能够见证城市的成
长，一座城市能够见证时代的发展。

只要有空闲，80 岁的宋问问
老人就会在儿孙的陪同下，来到夜
幕下的汾河湿地公园，从汾河大桥
一桥开始，顺河南下，在汾河水的汩
汩声中，体验“夜游汾河”的趣致。

看到两岸光影璀璨、城市夜景
绚烂，在汾河畔生活了大半辈子的
老人，难掩激动之情：“这把年纪
了，头一次见汾河如此之美。”

闪烁灯影里、悠悠汾河上，缤
纷的光影讲述着“汾河的故事”。

汾河是山西静乐县的“母亲
河”，从静乐的段家寨乡永安镇入
境，到丰润镇弯子村出境，全长42
公里……千百年来，汾河穿流闹
市，孕育了灿烂的静乐文化，滋养
着鹅城大地，成为了这座 16 万人
口城市里独特的景观。

静乐历史上因天鹅在此栖息
过，故称鹅城。据记载，位于县城东
北隅名叫岑山的山巅，就是“鹅城”
之首，也就是供金鹅饮水的地方。

从上世纪 70 年代始，汾河水
量锐减，随之断掉的还有水的生
态，农业和工业用水急剧增加——

汾河污染严重。水是生命之源、生
活之本。河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河水。历史
上的汾河水曾清澈丰沛，后因乱砍
滥伐以及采砂、开矿、排污等，河水
一度污浊难闻，甚至干涸断流……

增加湿地公园是汾河流域山、
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重要一
环，汾河静乐段42公里生态廓道，被
称作“汾河之肾”。整个水系由汾河
干流和8条支流组成，为了再现“汾河
流水哗啦啦”的美景，近年来，静乐对

“母亲河”汾河的治理和保护更上了
一个台阶，正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
公园城市的鹅城，将治水管河作为
基础支撑，大力推进汾河示范河建
设，着力打造静乐水生态亮丽名片。

与此同时，静乐按照“先治污、
后筑景、再成势”的总体要求和“大
流域总体规划，小流域单元治理，
全流域智慧管理”为主题，大力推
进水生态治理。从2016年启动到
2020年，已完成工程总量70%的汾
河川国家湿地公园，恢复湿地植被
2000亩，今年2月份迎来了白天鹅
的驻足留停，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
颧、金雕、褐马鸡也是这里的常

客。现在这里的水草种类多达231
种，野生动物比建设前增加了 16
科 51 种，而且有些鸟类以前飞过
时只是稍作暂停喘口气，现在有很
多已筑就了安乐的窝巢。

清澈的汾河水又回来了，两岸
的景观一年更比一年美。但仅仅
是作为景观河存在，真的就是她全
部的核心吗？

回望千年，其实历史上的汾河
已经告诉了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

上古五帝时期，中华治水第一人
在这里“台骀治水”；战国时代，秦、晋
曾在这里风墙阵橹；强汉时期，汉武
帝也在这里乘龙舟扬帆畅游……当
人文生态与绿色生态复合后，汾河所
承载的内涵也就更加丰富了。

静乐青山绿水，生态本底好，治
水关键更在于推动水生态价值的转
化利用。曾因水而兴的静乐，把治河
与筑景相结合，大力塑造有风景、有
内涵的城市亲水空间。近些年，静乐
着手持续打造沿汾河布局的湿地公
园，通过建大规模游乐园、音乐广场、
大型采摘园、农家乐、房车营地等，加
强沿岸商业场景、旅游景区、生态景
观的植入，逐步将汾河水道建设成碧

水长流、生机盎然的宜居临水廊道。
往昔积淀的魅力与今天进取

的活力，交相辉映。
夜游汾河，正是汾河廊道打造

的特色“名片”之一。以“汾河故事
卷轴”为主线，串联都市休闲、鹅城文
化、乡村旅游、康养宜居四大片区，打
造“夜市、夜食、夜展、夜秀、夜节”五
大主题场景，充分展现“老鹅城、新静
乐、都市范”的生活美学……傍晚的
汾河，月光如水，繁星点点，五光十
色的彩虹桥、路灯、楼宇灯、射灯，
把夜的汾河装点的美轮美奂。漫
步其中，感觉空气新鲜，头脑清醒，
呼吸舒畅，原因就是汾河湿地公园
源源不断地输出了高浓度的负氧
离子。

如今的汾河廊道，植入了潮玩
运动、全民健身、音乐喷泉等设施，

成为市民休闲、运动好去处，实现
了社会效益的根本转化。

哦，这是最诗意的栖居，这是
最立体的乡愁！

一个个“国”字号品牌，结队而
来，实至名归：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国家卫生县城、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中国藜麦之乡、中国
天然氧巴、太原后花园、忻州特色
县、乡村桥头堡……

过去，经常听到静乐有人羡慕
和向往在大海边生活，而现在，人
们却深深觉得，静乐能有这样一条
汾河从怀中流过，何尝不是一种幸
运和幸福？

从过去的护城河、景观河，再到
如今的小康河、幸福河，流淌了千年
的汾河，已化为静乐儿女的生命水
脉，继续流向黄河……（张天柱）

汾水潺潺话静乐

本报讯 日前，黎城县中太行山旅
游度假区旅游产品暨冬季旅游产品正式
发布，该县四方山景区“康养、徒步、冰
挂”和壶山温泉新业态产品作为冬季旅
游新产品，诚邀广大市民前往观光游玩。

今冬，四方山景区主打“康养、徒
步、冰挂”三个品牌，高老庄景点有可容
纳 200 人用餐、100 人住宿的 24 间窑洞
供游客体验，住窑洞吃特色餐，是优选
的康养度假基地；景区还重点推出冬季
徒步登山体验，并增加冬季冰雪徒步项
目。与此同时，长治市唯一一处高山温
泉——壶山温泉度假区也将推出“民俗
传统文化体验”系列产品，住窑洞、贴对
联、磨豆腐、蒸开花馍、品年夜饭、赏花
灯，尤其是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传
统民俗表演和红色情景音乐剧《太行
魂》，让游客在体验传统文化的同时，接
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和爱国主义教育的
洗礼。 本报记者 栗美霞

依托资源优势

黎城县着力打造冬季旅游品牌

本报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正式
公布了100名入选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
解员培养项目的讲解员名单。我省八
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田悦慧、山西国民师
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的石玉和右玉
县文化和旅游局的李洁入选 2020 年全
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训项目入选
讲解员名单。

据悉，文化和旅游部对入选培养
项目的讲解员素质提升、交流学习、传
帮带活动予以每人每年 1 万 2 千元的
资金支持，还将通过培训提升、宣传交
流、实践锻炼、项目扶持等多种方式重
点支持和培养，同时鼓励地方探索激
励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入选讲解员的
扶持力度，稳定讲解人才队伍，激发讲
解员干事创业的热情，使全国红色旅游
五好讲解员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真
正树立行业标杆，讲好红色故事，弘扬
红色文化。 本报记者 栗美霞

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启动

我省三名讲解员入选培训项目名单

近日，山西财专第十届“商务国旅
杯”导游风采大赛决赛完美落幕。经过十
年磨炼，“商务国旅杯”导游风采大赛已成
为具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品牌赛事。

本次大赛从筹备到举办历时两个
月，共吸引了 208 名选手参加，经过海
选、复赛的激烈比拼，最终有15名选手
晋级决赛。决赛由历届“商务国旅杯”
导游风采大赛一等奖选手“游山西、读
历史”风采展演拉开帷幕，竞赛环节分
为“精彩‘游’我来说”“我来创作我来
讲”“导游也疯狂”，分别从不同角度对
选手们的导游词创作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现场应变能力进行了考量，最终产
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优秀奖6名以及最具人气奖、最佳讲解
奖、最佳才艺奖、最佳风采奖各一名。

山西财专李锦元校长回顾了十年
来导游大赛的历程，并就大赛对推进该
校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所
起的作用给予了肯定，希望未来双方能
够继续加强合作，深化产教融合，打造职
业校企合作育人的典范。第四届“商务
国旅杯”获奖选手、现就职于山西商务国
际旅行社领队导游中心、2013级旅游管
理专业的学生闫腾达现场分享了自己从
参加比赛到进入公司工作的学习成长经
历，引起了现场学生的强烈共鸣。

山西商务国旅贺志勇董事长高度赞
扬了山西财专旅游学院实践教学经验丰
富、专业素养深厚的“双师”队伍。他谈
到，十年大赛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以赛
促练和展现自我的平台，而且通过校企合
作给公司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他鼓励学生们多多利用大舞台，努力进
入好平台，为山西文旅发展添砖加瓦！

山西商务国旅一直十分重视导游
梯队建设，注重与各大旅游院校合作培
养和挖掘专业人才。近年来，山西商务
国旅间涌现出的优秀导游在历届山西
省和全国导游大赛中斩获大奖，先后接
待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各国（地）政要
和驻华使馆参赞，参与接待各个领域的
大型会议会展。 本报记者 栗美霞

山西财专第十届“商务国旅杯”
导游风采大赛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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