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兰弟

春暖花开之际，我们一行三

人，驱车前往武夷山，领略武夷

山迷人的风光。

武夷山风景区属典型的丹霞

地貌，素有“碧水丹山”、“奇秀

甲东南”之誉。

导游小红说，这里不仅全年有

景，四季不同，而且阴晴风雨，其山

川景色亦幻莫测，瑰丽多姿，兼有

黄山之奇、桂林之秀、泰岱之雄、华

岳之险、西湖之美。

九曲溪是武夷山风景的精

华。她源于三保山，溪水碧清，

折复绕山，形成“曲曲山回转，

峰峰水抱流”的九曲之胜，景区

内还有遇林亭宋代瓷窑遗址、武

夷宫等游览景点，极具人文价值。

在景区的悬崖绝壁上，留下

了距今近4000年的“架壑船棺”、
“虹桥板”等文化遗存。西汉时期，

闽越王在武夷山建造王城，使武夷

山成为江南一带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现已挖掘出土的“武夷山城

村古汉城遗址”是江南一带保存较

完整的汉代古城，也是南北文化交

融的历史见证。

武夷岩茶与武夷风光一样享

誉天下，明末清初，乌龙茶首先

在武夷山问世，武夷山成为乌龙

茶的发祥地。著名诗人拜伦在其

长诗 《唐璜》 中深情地写道：

“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

茶”，英语单词BOHEA就特指武
夷红茶。

武夷山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名

山，古人称：“东周孔丘，南宋朱

熹，北有泰岳，南有武夷”。南宋

理学家朱熹在此居住四十多年，

设帐授徒，著书立说。道家也把

这里称为“第十六洞天”。历代文

人雅士在此写下的赞美诗文不下

二千多篇，题镌摩崖石刻有四百

多处。

喝了这里的好茶，品了这里

的美食，临走时，还真有些依依

不舍，相约明年春季再来。⑩6

游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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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 18地市主流媒体
成立的河南省报业旅游联盟带领

下，2017年《河南省惠民旅游卡》
已正式发行，持卡会员可免门票

畅游省内外超过50家优质知名
景区，涵盖山水、温泉、滑雪、漂流

等各类景区。

咨询电话南阳日报旅游专刊

部 ：60880125、15838718515、

13938973927。

扫一扫 加关注
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旅

游，以深厚的报道诠释旅游，
以敏锐的目光守望旅游，以
贴心的服务奉献读者。

你想了解最新的旅游咨
询吗？你想游山？玩水？踏
青？避暑？漂流？滑雪？泡
温泉？来吧，扫一扫并关注
本刊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最
新旅游资讯。让我们纵情山
水间，细细品味旅游带来的
幸福和欢乐。

出行参谋

网址：www.377u.com

旅游就要认品牌
南阳
国旅

地址：人民南路1036号

出境游资质门店加盟：13803776263

经营许可证：
L-HEN- 电话：62226677/88/99

宜昌柴埠溪大峡
谷、三峡大瀑布两日游
特价 299元；九寨沟火
车双卧五日游特价859
元；北京夕阳红双卧七
日游。泰国、迪拜、斯
里兰卡等多条特价旅
游线路火热报名中！

栾川抱犊寨
休闲二日游358元／人

绿 洲
旅行社 63206586

13598297067
电
话

地址：人民路市人大南隔墙清大教育201室

国宝八仙洞

直通车
电话：63196138

阳光
旅游 地址：市中州中路68号

（中心广场西50米路北）

本报讯（记者王蕊）本周，河

南、河北、湖北三省六景区给河

南省惠民旅游卡会员送上免门

票游览的旅游大餐，他们分别是

河南方城七十二潭、内乡二龙

山、三门峡黄河丹峡、新乡轿顶

山，湖北太极峡以及河北吴桥杂

技大世界。

国家４A级旅游景区七十二
潭位于方城县，有“中华第一石川”

之美誉。石川地质景观自上而下

梯级延展长达4公里，犹如一条银
河，随着山势起伏，铺盖在山谷之

中。景区石怪潭奇，飞瀑流泉，适

合亲水休闲游。3D玻璃桥、苗族
歌舞表演，是景区的两大特色。

二龙山风景区位于内乡县，以

奇、险、秀、美等特点著称。景区建

筑风格上将古典传统与现代建筑

艺术有机结合。整个景区被遮天

蔽日的树林所覆盖，地质地貌奇

特，处处峰峦叠翠、怪石林立。自

然景观、人文景观相得益彰，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

黄河丹峡景区位于三门峡，整

条峡谷由红色石英砂岩构成，从谷

底到崖壁全成红褐色。12亿年前
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丹峡正是

沧海桑田的有力见证，峡谷还能看

到当年海洋波浪冲刷留下的石

印。景区怪石林立、峭壁千仞，古

树参天、飞瀑湍急。

轿顶山景区位于新乡辉县，海拔

1686米。轿顶山群山环抱，峡谷万
丈，是南太行山之精华所在，自然景

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在集奇松、

怪石、绝壁为一体的景区内，沿途还

可以饱览核心保护区原始森林的独

特魅力。

湖北太极峡景区面积38平方
公里，景区集雄、奇、峻、秀于一

体。景区内“青龙”、“黄龙”两山形

似长龙，而龙头呈对接之势，从而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太极图案，此太

极图案成了太极峡内最大的看点。

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占

地200公顷，融千年杂技文化于一
苑，展现了杂技之乡古老的民间文

化风采。景区设江湖文化城、杂技

奇观宫、魔术迷幻宫等八大景点，

区内建筑非凡，各景点以真人绝技

表演为主线，贯穿始终，一步一景。

跟着河南省惠民旅游卡，开启

免门票游景区体验，更多知名景区

优惠活动相继推出，详情可登录惠

民旅游卡官网或者到当地会员活

动中心咨询。⑩6
特别提示：一、惠民旅游卡直

通车５月１３日、１４日分别推

出：①方城七十二潭一日游。②内
乡二龙山一日游。③湖北太极峡
一日游。

二、2017年河南省惠民旅游卡
热售中，全省统一零售价68元。会员
特惠：①持卡会员可获得飞扬健身
免费体验一次，包含健身器材、舞蹈

等所有项目，体验时间9点～16点，
体验资格长期有效可转让。②持卡
会员可享受蹦K8折优惠（特惠适用
于市城区飞扬健身、蹦K各门店）。

具体可咨询南阳日报旅游专刊

部，电话：60880125、15838718515、
13938973927。省报业旅游联盟南
阳活动中心南阳海外国旅总部，电

话 ：13938989050、83982007。 同
时，省报业旅游联盟南阳21个会员
活动中心正在接受报名。

亲水休闲看杂技 优哉游哉山水间
本周，三省六景区为惠民旅游卡会员烹出旅游大餐

本报讯 （记者王蕊） 上周，

河南省惠民旅游卡会员免门票畅

游咱河南的内乡二龙山、三门峡

陕州地坑院，湖北的武当山快乐

谷以及山西的垣曲望仙大峡谷，

四种风格不同的美景令会员陶醉。

内乡二龙山，这个新对外开放

的景区，一切都保持着最原始的景

观特色，整个景区被遮天蔽日的树

林所覆盖，地质地貌奇特，处处峰

峦叠翠、怪石林立；清澈的让河穿

境而过，飞瀑流泉、苍松翠竹点缀

其间。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相得益

彰，让人眼前一亮。

民居院、婚俗院、陕州剪纸

院、澄泥砚院、曲艺院、动漫院

等22座地坑院相互贯通……三门
峡陕州地坑院独特的建筑让会员

叹为观止。景区旁设立的马嵬

驿·百味巷小吃街也深受游客们

喜爱。来自周口的王先生说：“在

有特色的地方吃小吃，感觉就是

不一样！”

武当山快乐谷景区位于湖北

十堰，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植

被丰茂、怪石嶙峋，是一个纯天

然的氧吧，在这里会员能够尽情

体验返璞归真的乐趣。垂直蹦极

和飞天滑索等旅游项目，也让体

验者收获了更多的勇气，看到了

不一样的风景。

三步一潭，五步一瀑，瀑连

潭，潭连瀑，山西垣曲望仙大峡

谷不仅有尧、舜二帝的美丽传

说，而且有奇特优美的山水，悬

泉山下淘金河，天设地造了一处

瀑布潭群，形成了五公里长的天

然石峡，如画美景让会员流连

忘返。

三省四景区，无论在哪里，

都能看到河南省惠民旅游卡会员

的笑脸。惠民旅游卡每周都为会

员准备优质景区和不同主题的游

览活动，快快加入惠民旅游卡的

大家庭，开启特别的体验之旅

吧！⑩6

一周玩三省 陶醉美景中
上周，惠民旅游卡会员畅游四景区

惠民旅游卡会员乐游内乡二龙山 本报记者 古城 摄

本报讯 （记者王蕊）母亲节

将至，“请妈妈旅游”已成为越来

越多年轻人表达孝心的礼物。昨

日，记者采访多家旅行社获悉，

随着母亲节的到来，旅游市场短

线游也随之升温。

“最贴心的礼物是陪伴，最辛

苦的人是妈妈。周末，准备陪妈

妈去旅游，放松一下！”正在旅行

社咨询线路的王先生笑着对记者

说，母亲节当天上班族不用请年

假，利用双休日即可带妈妈出

游，因此，一至两天行程的周边

游是最佳选择。

七一路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

诉记者，近日周边游产品咨询、预

订量显著增加，从预订情况来看，

家庭客户成为母亲节出游主力

军。五一假期过后，旅游市场正值

暑期旺季前的小淡季，产品报价仍

处于低位，酒店、机票等资源也较

为充足，恰好是错峰出游好时机。

同时，暑热尚未到来，此时天气特

别适合出游。对于五一假期未能

带着父母出门放松的游客来说，母

亲节正是个好机会。⑩6

母亲节将至 短线游升温

方城七十二潭

黄河丹峡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