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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游火暴

变着花样游宝岛

晨报讯（记者 赵玮）“现在市民前

往台湾旅游的热情非常高，由本报旅游

俱乐部和中国国际旅行社鹤壁分社联

手推出的台湾包机环岛经典八日游报

名人数非常多，4 月份的出行团几乎全

部报满，现在报名得到‘五一’前后才能

出行。”3月 21日，中国国际旅行社鹤壁

分社计调经理于小慧表示。

记者从我市具有出境游资质的旅

行社了解到，台湾游以及港澳游线路目

前很火。“台湾游的报名情况有些出乎

意料，每期的名额很快就报满了，市民

前往台湾旅游的热情非常高。 ”河南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鹤壁分部的工作人员

表示。

于小慧告诉记者， 针对这种情况，

中国国际旅行社鹤壁分社为鹤城市民

量身打造了多种台湾游方式，有台湾包

机环岛经典八日游，每人只需 5280 元；

台湾海、陆、空经典九日游，每人只需

3980 元； 台湾精华 7 日游 + 澎湖 1 日

游（独家赠送外婆的澎湖湾门票），每人

仅需 5580元。

“这些行程安排得都很合理， 而且

价格相当优惠，从鹤壁到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均有专车接送。 虽然价格便宜，但

价低品质不低， 全程入住 4 花酒店，而

且将台湾著名景点‘一网打尽’。 ”中国

国际旅行社鹤壁分社总经理高送军说，

届时游客不仅可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

参观，还可搭乘游艇游览日月潭等众多

知名景点，让你全方位体验台湾的美丽

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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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赵玮）“天气转暖了，

心里也痒痒的， 真想找个地儿踏青、赏

花，活动活动筋骨。 听说淇县春季系列旅

游活动和云梦山踏青节同时启动， 我和

朋友们赶紧来凑凑热闹。 ”3 月 18 日，专

程从山东聊城赶来参加“踏春朝歌·健康

之旅” 淇县春季旅游活动启动仪式暨云

梦山第四届踏青节的周先生说。

当天，云梦山景区游人如织，热闹异

常。 来自河北、山西、山东及我省郑州、新

乡、安阳、濮阳、鹤壁等省、市的数千名游

客参加了此次盛会。

淇县旅游资源丰富， 为使广大游客

充分体验春季旅游乐趣， 淇县文物旅游

局围绕踏青、赏花、登山、健身、祈福等主

题，精心策划了三大类主题产品：一是仁

山智水运动之旅。 包括云梦山第四届踏

青节、朝阳寺第六届登山节、古灵山第八

届梨花节，可以登山览胜，徒步赏景，运

动健身；二是祈福求祥康泰之旅。 可以远

离尘世喧嚣，参加云梦山“三月三”蟠桃

会祈福、古灵山财神文化节系列活动，可

尽情放松，享受康乐；三是家庭欢乐休闲

之旅。 可以参加摘星台“五一大冲关·欢

乐赢大奖” 竞赛活动和首届春季亲子游

园活动，沐浴大好春光，共享家庭欢乐。

“凯路仕杯” 云梦山第二届山地自

行车挑战赛， 作为云梦山第四届踏青节

的重头戏， 也得到了广大市民、 单车俱

乐部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关

注，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 多名选

手参加， 经过激烈角逐， 新乡选手李飞

和焦作选手杨新云分别以 24 分 12 秒、

32 分 56 秒的成绩获得了男子组、 女子

组的冠军， 赢取了价值万余元的丰厚大

奖。

据介绍，此次举办“踏春朝歌·健康

之旅”淇县春季旅游活动，旨在进一步丰

富和深化旅游内涵，倡导旅游康体益智，

丰富阅历，增长知识，修身养性，营造积

极向上的旅游形象， 共推全社会的和谐

氛围，丰富淇县自然与文化旅游产品，促

进淇县旅游发展与产业升级。

(线索提供：张小燕)

春季旅游活动一览

★云梦山景区第四届草原踏青节

（3 月 1 8 日 ~ 5 月 3 1 日）

★云梦山景区“三月三”蟠桃会祈福活动

（3 月 2 4 日）

★朝阳寺景区首届杏花节

（3 月下旬，为期一周）

★“清明”小长假游淇县系列活动

（4 月 2 日～4 月 4 日）

★媒体采风、旅行社采线、摄影比赛等活动

（4 月上旬）

★古灵山景区第八届梨花节

（4 月上旬，为期一周）

★朝阳寺景区第六届登山节

（4 月上旬，为期一月）

★云梦山景区鬼谷子王禅祭拜大典活动

（4 月 1 6 日）

★摘星台景区首届春季游园活动

（4 月下旬，为期一周）

★古灵山景区财神文化节系列活动

（4 月 2 4 日）

★摘星台景区比干诞辰纪念活动

（4 月 2 4 日）

★摘星台景区“五一大冲关·欢乐赢大奖”

竞赛活动

（4 月 2 9 日 ~ 5 月 1 日）

“最是一年春好处。 ”早春的脚步已悄悄来

临，不妨去古镇玩玩，身居古镇，品茶、赏景、聊

天， 不仅让人感叹： 生活原来可以如此淡然从

容。

江西婺源 婺源位于赣东北（江西省

东北部），上饶市北部，徽州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婺源东西分别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衢

州、景德镇毗邻，南隔铜都德兴市与世界自然遗

产“江南第一仙山”———三清山相望，北枕国家

级旅游胜地黄山市。婺源素有“书乡”、“茶乡”之

称，是全国著名的文化与生态旅游县，被外界誉

为“中国最美的乡村”、一颗镶嵌在赣、浙、皖三

省交界处的绿色明珠。

浙江乌镇 乌镇是江南四大名镇之

一，是个具有 6000 余年悠久历史的古镇，曾名

乌墩和青墩。乌镇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素有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具有典型江南水

乡特征的乌镇， 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

时期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以河成街，街桥相

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

板巷、茅盾故居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体

现了中国古典民居“以和为美”的人文思想，以

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相处的整体美，呈

现江南水乡古镇的空间魅力。

一条流水贯穿全镇， 它以水为街， 以岸为

市，两岸房屋建筑全面向河水，形成了水乡迷人

的风光。

江苏同里 同里隶属江苏省吴江市，

位于太湖之滨， 京杭大运河畔， 紧靠市府所在

地，紧依上海、苏州、杭州中国南方三大著名城

市，地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交会的金三

角地区， 是中国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对外开放的

中心区域。

同里以“醇正水乡，旧时江南”的特色闻名

于海内外，1992 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镇，著

名景点“退思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

湖南芙蓉镇 芙蓉镇位于湖南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 是一座土家族人

聚居的古镇， 镇中至今保存了完好的青石板路

以及古民居(主要是吊脚楼)。

镇中风光风情独特，五里青石板长街，街的

两旁是板门店铺，土家吊角楼顺坡而建，淳朴的

土家民族风情十分迷人。

广西兴安 2000多年前， 秦始皇统一

中国， 在兴安境内开凿了一条极具军事价值和

科学水平的人工运河———灵渠，沟通了长江、珠

江水系，连接了湘江和漓江，与四川的都江堰、

陕西的郑国渠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兴安镇还是红军和湘江战役的所在地，这

场战役是红军长征的转折之战。 兴安的旅游景

点很多，主要包括兴安灵渠、兴安猫儿山、湘江

战役纪念碑等。

四川平乐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平乐古

镇位于四川省邛崃市西南 19 公里处，迄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 古镇青山层叠，竹树繁茂，白

沫江自西向北流经古镇，碧水萦绕，四季风景如

画。 两岸古木参天，众多树龄上千年的榕树，远

远望去如云盖地。在古镇区内，可以尽情享受都

市以外久违的那分古韵和恬静。 （中新）

4 6 8 0 元 / 人游台湾

晨报讯（记者 赵玮）“河南康辉国

际旅行社鹤壁分社为鹤城市民量身打

造了台湾———厦门直航台湾环岛游，每

人仅需 4680元。 ”3月 20日，河南康辉

国际旅行社鹤壁分社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

记者了解到，近期我市市民选择去

台湾旅游的人数直线上升，多家旅行社

为游客推出了多种旅游方式。此次河南

康辉国际旅行社鹤壁分社独家推出台

湾———厦门直航台湾环岛游，报价只有

4680元！ 全程住宿 4花酒店，逛台北故

宫博物院，登阿里山，赏日月潭等，全程

赏尽台湾精华景点，与包机游略有不同

的是把澎湖列岛游换成了太鲁阁公园

游。 量身打造的行程，让您与台湾深度

接触。

“此次环岛游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

呢？ ”市民王先生在咨询时发出疑问，原

来，此行程价格低在从郑州赴厦门是乘

坐火车，这样不受人数的限制，同时也

使您的行程更为悠闲！发团日期为 4月

6 日、4 月 12 日、4 月 16 日、4 月 24 日、

4月 28日，由于位额有限，报名从速！前

20 位报名者有价值 200 元精美礼物赠

送！

寻找美丽春色 畅游魅力古镇

乌镇 平乐

踏春朝歌·健康之旅

淇县春季旅游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