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策 划：米纪文 金贵斌
特邀统筹：李建阳
统 筹：王 言
编 辑：宁江东
校 对：张 苗
组 版：许建林
服务热线：12301

2019年11月7日 星期四
第16期

08
焦作市文旅局

微信公众订阅号

本报记者 王爱红

金秋时节，赏叶游成为一种时
尚，“红叶王国”青天河景区游人
如织。作为我市秋天醉人的一景，
青天河红叶扮靓了焦作山水，撬动
了“红叶经济”，红叶特色旅游品
牌日益成熟。

“鸿运当头”“绿肥红瘦”“红
肥绿瘦”“层林尽染”，入秋后，随
着时间推移和气温变化，从山顶到
山下，大自然的神奇画笔在不断变
换青天河十万亩红叶的色彩。

眼下正值最佳观赏期，青天河
景区内的 3868 座峰林沟壑尽被染
色，蔚为壮观。极目远眺，漫山遍
野红、黄、橙、绿相间的红叶层层
叠叠，五彩斑斓，宛如一幅绚丽的
油画。

“今年的红叶没有病虫害，前
期雨水又充足，红叶的色泽更加鲜
艳，大面积变红后观赏性极强、整
体效果非常好！”青天河景区管理
局局长庞国平欣喜地告诉记者。

霜叶红于二月花。“赏红”正
当时，游人纷至沓来。

为一览青天河红叶胜景，热情
高涨的我国台湾地区游客需要提前
一两个月报名预订飞机旅游团；参
加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全球文旅
创作者大会的网络达人走进青天
河，通过网络向千万粉丝展示青天
河红叶之美；12 名来自巴基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南非、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游客徜徉壮观
的红叶海，兴奋地载歌载舞；来自
北京、陕西、河北、安徽、山东、
河南等地的摄影爱好者慕名而至，
争相用镜头记录青天河红叶美景；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旅行商纷纷
前来踩线考察，无不被连天红叶所
震撼折服。

青天河红叶到底有多火？
10 月 27 日，美轮美奂的青天

河红叶美景先后被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间》和《共同栏目》栏
目报道。一天内两次“走进”央视

荧屏，青天河红叶美景备受关注。
一组数据也足以说明：自 10

月 16 日红叶节开幕以来，青天河
景区每个双休日都游客爆满，11
月3日更是迎来客流高峰，8万人
次的游客接待量让景区达到了饱
和，还有几百辆等待进入景区的旅
游车辆从靳家岭游览区大门外一直
绵延了三四公里长。截至目前，青
天河景区共接待“赏红”游客41.8
万人次，人数远超历届红叶节。

漫山红叶引客来。青天河红叶
扮靓焦作山水，成为秋季焦作旅游
的最大亮点，红叶品牌效应日益凸
显。

举办红叶节，借节会拉动促品
牌宣传；与北京香山、南京栖霞
山、长沙岳麓山、苏州天平山4家
全国知名红叶景区缔结中国红叶联
盟，入选第二届国土百佳红叶观赏
地榜单进行品牌塑造；多次登上央
视荧屏，亮相平遥国际摄影大展，
举办青天河全国摄影大赛，多平台
扩大品牌影响力；积极参加旅游推
介活动，“走出去”提升品牌知名
度……通过一系列“组合拳”，青
天河红叶品牌日渐成熟，“春赏桃
花，秋观红叶”的“一花一叶”游
正在逐步形成。

好风景带来好“钱”景。青天
河景区已连续 16 年举办红叶节，
十万亩红叶美景既吸引了成千上万
的游客，更带动了青天河村农家
乐、玄坛庙冬桃采摘园等周边农家
乐发展和农副产品销售，带动周边
群众脱贫致富。十万亩红叶这一良
好的生态环境，还使青天河景区成
为“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建设单
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双丰
收”，青天河“红叶经济”魅力由
此可窥一斑。

如今，青天河景区正朝着更高
的目标努力——进一步完善配套服
务设施，打造精细化、精致化红叶
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开发青
天河文创产品，为的是让游客获得
更优质的旅游体验，让青天河红叶
这张焦作山水亮丽的名片更“红”。

青天河：打造红叶品牌 扮靓焦作山水

本报记者 王爱红

秋日的午后，中站区龙翔街道
十二会村村口那棵有着 700 年树龄
的黄连树，安静地注视着这个太行
山深处的小村庄。树下，红彤彤的
柿子、金灿灿的小米，还有山核
桃、野菊花等各种山货摆满一地，
不时有人上前询问、购买，村民忙
着热情招呼。

“以前连个人都见不到，现在
来俺们这里旅游的人多了，老年人
摆摊卖山货也能挣个零花钱！”68
岁的村民张存说着，脸上笑成了一
朵花。

曾经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如
今吃上了“旅游饭”，十二会村村民
都说离不开连红利这个“领头雁”。

今年40岁的连红利，曾经在山
下跑运输多年，有自己的车队，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每次回到家
乡，看着又穷又破的村庄和依旧靠
天吃饭的乡亲，他的心里总不是个

滋味。
“自己富不算富，全村人富起

来才是真正富”，怀揣这一朴素的
想法，连红利有了干事创业的动
力。2018年春，他回村参加了村两
委换届选举，当选十二会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卖车、解散车
队，舍弃拼搏多年的生意，连红利
断了自己的后路，一心扑在十二会
村的发展上。

为摸清“家底”，连红利走遍
了十二会、大家岭、小家岭3个自
然村，挨家挨户上门了解情况，同
老党员和群众唠家常，谁家有活儿
就帮着干。他还带领群众在田间敷
设水管，为村里修建蓄水池、敷设
饮水管网，硬化道路，建设村民活
动场所。当3个自然村都装上了太阳
能路灯，十二会人彻底告别了晚上
出门打手电筒的历史。路灯照亮了
山村的夜晚，更照亮了村民的心。

要发展，必须得有抓手。十二
会村的抓手是啥？发展红色旅游！

原来，十二会村是底蕴深厚的

红色革命老区，具有悠久的革命传
统。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太行
边区政府沁博县第三区委、区公所
驻地，以此为根据地开展焦作地区
的抗日救国运动。解放战争时期，
太行区第四专区、焦作市委、市政
府、公安局、新华公司等单位也转
移至此，领导焦作军民开展对敌斗
争，为焦作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
贡献。

对十二会村来说，红色文化资
源弥足珍贵，更是无可比拟的优
势。瞅准红色旅游这条路，连红利
带着大伙铆足了劲拼命干。

2018年12月5日，从“老家莫
沟”取经回来的第二天，顶着刺骨
寒风，连红利带领村里的老党员和
群众肩挑背扛搬石头修路、垒护
坡，大干了一个冬天，解决了村里
道路窄、坑洼不平问题；修建弧形
宣誓广场、停车场、水冲式公厕、
观光步道，逐步完善基础设施，村
容村貌大为改观。

不光以身作则带头干，连红利

还通过家家户户派代表外出参观学
习，举办饺子宴、乡土人才联络和
回归座谈会、春节团拜会等，凝聚
了十二会村人的心，回村招呼帮忙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现在，在连红
利建立的“发展中的十二会村”微
信群里，村民们交流最多的就是村
子如何发展以及近来村里干了些
啥、我为村里干了啥。

为更好地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十二会村还成立了十二会村红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对红色故事等资
源进行整理挖掘，对革命旧址进行
翻新整修，规划了 3 条观光线路，
并提供讲解、培训等服务。

寂静的小山村换了新颜，也热
闹了起来。随着十二会村红色旅游
声名鹊起，到这里聆听红色故事、
接受红色教育、感受红色文化魅力
的人越来越多。仅 10 月 31 日一
天，前往该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
单位就有12个，慕名前来的散客也
有不少。

十二会村百姓从“红色旅游经

济”中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信心
更足、干劲更大。

“咱能干啥就干啥，要干得像
个样子，好日子还在后头呢！”65
岁的老党员连直运尽管右手残疾，
但热情高涨，正在为村里修建观景
台的他忙得是不亦乐乎。

村民连永利一有空就回村帮
忙，正在帮着拉石头建观景台的他
开心地对记者说：“希望在我们这
代人手中，让十二会村变个样。”

人心齐，泰山移。2018 年年
底，十二会村实现了整村脱贫。近
日，连红利又入围文化和旅游部
2019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
项目名单。连红利希望乘着乡村振
兴的东风，以红色旅游为基础，下
一步通过发展“红色+绿色”，打造
农耕体验园，实现十二会村“一校
（村级党校）、一馆 （焦作市党建展
览馆）、一场 （红色宣誓广场）、一
园 （农耕体验园） ”的规划目标，
让吃上“旅游饭”的村民日子过得
更红火。

当好“领头雁”吃好“旅游饭”
——记入围2019年度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支持项目名单的
中站区龙翔街道十二会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连红利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11月3日，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召开“四城联创”工作推进会，全力做好“四城联
创”迎检工作。

为“四城联创”增光添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积
极行动。11月1日全市“四城联创”集中攻坚第十次推
进会后，该局立即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会议精神，
就全市文旅系统“四城联创”集中攻坚工作进行专题研
究部署。11月3日，该局再次召开“四城联创”工作推
进会，就当前创建工作形势和任务进行再明确，要求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做好所承担的各项创建任务，
在迎接暗访和验收阶段确保万无一失。

为做好“四城联创”迎检工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党组书记米纪文强调，局班子成员要全部到分包点再
次进行安排协调；要组织相关科室、单位熟悉情况的负
责人在各个点位做好应对工作；工作中遇到突发情况，
要立即汇报；局“四城联创”工作督导组要加强督导，
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局属各单位有分包楼院帮扶任
务的，要安排好志愿者开展服务。

会后，米纪文来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所帮扶的社
区带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金
贵斌带队到网吧等文化市场检查创建工作，其他局领导
分别到各个迎检点位督导相关工作。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全力做好“四城联创”迎检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10月27日晚，沁阳市博物
馆内灯火辉煌、古乐悠扬，李商隐诗词吟诵会吸引了中
央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组前来拍摄，生动展现
了沁阳的文化魅力。

“千年古县”沁阳，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此次中央
电视台《中国影像方志》栏目组走进沁阳，不光把镜头
对准李商隐诗词吟诵会，还先后到西万镇邘邰村古城遗
址、野王古城遗址、山王庄镇盆窑黑陶小镇等地取景拍
摄，并走访了文史专家、民俗艺人，查阅了大量方志文
献，对沁阳市的人文风物、历史文化、经济建设、社会
发展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梳理。

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
道精心策划的史志类鸿篇巨制，通过讲述生动传奇的地
方故事，展示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和风土人情，是一部
了解和认识地方历史和文化的百科全书。据悉，纪录片

《中国影像方志·沁阳篇》将通过地名记、地理记、红
色记、古塔保护记、名人记、非遗记、物产记、当代记
等多个部分，以影像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沁阳厚重
的历史底蕴、文化魅力、民俗风情和家国情怀。

央视《中国影像方志》栏目组走进沁阳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1 个一等奖、4 个三等奖、
6 名先进个人，近日在郑州绿博园举行的“群星耀中
原——我和我的祖国”河南省第三届艺术广场舞展演
活动中，我市5支表演队伍凭借出色表现获得佳绩。

此次展演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经过为期3个月的层层展演、逐级推荐，最
终28支队伍从全省范围内的9800多支广场舞代表队中
脱颖而出，进入省级展演。代表我市参赛的5支队伍相
继闪亮登场，奉献了精彩的表演。

经过激烈比拼，由市文化馆、中站区文化馆选送，
群星舞蹈团表演的原创艺术广场舞 《美丽焦作走起
来》，将刚柔并济的太极拳和舞蹈相结合，向观众描绘
了一幅浓缩焦作美丽山水的画卷，跳出了焦作老百姓满
满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受到专家评委和现场观众的一致
好评，荣获一等奖。博爱县文化馆选送、博爱县炫果曳
舞团表演的舞蹈《中国红》，孟州市文化馆选送、孟州
市快乐舞团表演的舞蹈 《走向 2020》，温县文化馆选
送、温县动感80曳步舞团表演的舞蹈《天下纵横》，山
阳区文化馆选送、山阳区文化馆舞蹈队表演的舞蹈《幸
福中国一起走》分别荣获三等奖。来自市文化馆的杨奕
雯、中站区文化馆的杨莉、博爱县金城乡文化站的梁
芬、孟州市文化馆的褚绍丹、温县文化馆的闫忙种、山
阳区文化馆的郭飞分别荣获先进个人。

全省艺术广场舞展演

我市获佳绩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对
2019年度河南省智慧景区评定结果进行公示，在公布
的2019年度河南省智慧景区建设先进单位名单中，我
市4家景区入选。

经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文化旅游行政主管部
门推荐，河南省景区智慧化建设考评领导小组综合评
判，省文化和旅游厅拟评定洛阳市龙门石窟景区、我市
云台景区等39家单位为2019年度智慧景区建设先进单
位。其中，五钻级智慧景区 6 家，四钻级智慧景区 15
家，三钻级智慧景区18家。

在此次公布的名单中，我市入选的4家景区分别是
云台山景区、神农山景区、温县陈家沟景区、青天河景
区。其中，云台山景区为五钻级智慧景区，神农山风景
名胜区为四钻级智慧景区，温县陈家沟景区、青天河景
区为三钻级智慧景区。

据了解，今年年初以来，我市主要景区持续加大景
区智慧化建设，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景区不断完善
基础设施，提升智慧服务和管理等功能，陈家沟景区则
打造了全新的智慧旅游平台，不断为全市旅游服务注入
发展新能量。

2019年度河南省智慧景区建设先进单位名单“出炉”

焦作四家景区上榜

⬆层林尽染美如画。

⬅红叶、蓝天相映衬，美轮美奂。

⬇游客争相与红叶美景合影。

连红利（中）在向到十二会村考察的省水利厅专家介绍
村里古树名木的故事。

游客在十二会村的焦作市委、市政府旧址参观。 游客纷至沓来，摆摊卖山货的村民多了一条增收渠道。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王爱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