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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杨景鹏

美学驱动，小村振兴。近日，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了第三批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镇 （乡） 名单，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村成
功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大南坡村火了！作为新晋“国字号”乡
村旅游重点村，大南坡村的魅力在哪？近
日，记者再次走进大南坡村探秘。

桂花飘香，秋意渐浓。大南坡的美在四
季，秋季为佳，在近日连绵秋雨的洗礼后，

云山雾绕包裹中的大南坡村更显韵味了。
9月5日是周末，趁着“延长版”暑假还

没结束，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来到修武县西村
乡大南坡村，逛最美方所乡村文化书店，赏
古朴青砖民居，观现代艺术展览……家长们
在“老村小馆”里悠闲地“打卡”，小朋友们
在“菜青虫”游乐场处玩耍，一时间小村变
得热闹起来。

老屋上张贴的一张“中秋自造节，体味
指尖上的慢时光”大幅海报，吸引着游客的
注意——编制小物、月饼手作、古法造纸、
花灯手工活动都将在中秋假期精彩呈现；漫
步村中，一个个民宿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
设，由老大队部车队维修间和车库改造而成
的全新网红打卡建筑“本地食馆”，也将在中
秋假期前试营业……多日未见大南坡，它的
艺术气息更浓了。

大南坡，妥妥的文艺范儿！它如何实现
美丽蜕变的？美学引领乡村振兴！

2020 年年初以来，以曾经的省级深
度贫困村大南坡村为试点，修武县引进顶

尖设计师和品牌
运营团队，以

美学经济为引领，以文化复兴为根基，在美
学实践、建筑营造、民宿产业等方面发力，
蹚出了一条生态和文化两种资源激活变现的
美学新路径，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
旅游本土样本。

大南坡独特的建筑风格、浓郁的乡村风
貌是它的财富。

1976年建成的老大队部改造而成的社区
营造中心，两层小楼坐北向南，灰墙青瓦，
红柱拱窗，这里有村民培训室、老人活动
室、社团活动室、创客联合办公室等，二层
连廊外墙镌刻的标语，带着上世纪的时代烙
印，让人有瞬间时光穿越的感觉。全国知名
书店品牌方所从大都市走进乡村，在大南坡
村建起第一家乡村文化书店，每到周末，游
客在这里喝咖啡、品读书籍，自有一番滋
味。在艺术中心展出的“乡村考现学：修武
的山川、作物、工艺和风度”，大南坡村的乡

土、风物、民俗，在画家、摄影家、建筑雕
塑艺术家的手中重新焕发生机。

“这里很神奇，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
的魅力，在这样一个北方小村融合展现的这
么好，让人时不时就想来看看。”来自郑州的
游客刘先生这样评价。

美与乡村“碰撞”，群众也收获很多。碧
山工销社的货柜里，花椒、决明子、枸杞，
各类农产品上分别放着村民的名牌；断演40
年的怀梆剧团和24年的大秧歌队恢复了，各
类文化活动和演出蓬勃开展，村民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如今，大南坡的很多村民都吃
上了“旅游饭”，腰包鼓起来了，心情自然也
美了。

坚持美学经济的路径不动摇，坚持“南
坡速度”的势头不动摇，打造大南坡成为知
名乡村旅游度假目的地和旅游扶贫典型样
板，大南坡村未来可期！

探秘新晋“国字号”乡村旅游重点村

大南坡村：美学引领 别样出彩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如今已进入“金九银十”旅
游黄金期，随着我市文旅行业有序复工复产，坚持常态
化防疫不放松是全市文旅系统牢牢守住的底线和责任。
记者昨日从市文广旅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市文旅系统
严格督导落实行业常态化防疫措施，各旅游景区、文化
场馆、宾馆、旅行社等扎实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确保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双节”文化旅游市场安全
有序运行。

8月28日，云台山景区正式对外恢复开放。为给广
大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游览环境，景区严格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相关要求，扎实做好常态化防疫工
作，同时利用智慧服务平台，强化景区游览管理，助力
疫情防控。据了解，云台山景区实行线上预约购票制
度，在云台山官微、百度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开通预约
通道，深化和携程、美团等OTA合作，全面推行网上
预约，并根据客流情况，适时启动限流、分流预案；游
客通过智能系统，提前了解云台山，推行提前扫码购
票，凭身份证验票入园，提供无接触式服务；完善景区
智慧如厕、智慧停车系统，提示游客厕位数量、酒店床
位数量等信息，避免在重点区域造成人员聚集；景区通
过智慧中心数据综合分析平台，利用网络实名预约、客
流实时疏导调控、多方联动等多措并举，给游客带来更
舒适体验的同时，景区的管理也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作为焦作首家制定规范、系统的疫情防控办法的餐
饮企业，焦作市迎宾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向全社
会发出“焦作迎宾馆安心守护承诺”，所有员工佩戴口
罩，餐厅服务人员佩戴口罩、口屏，必要时使用手套、
佩戴护目镜；协助宾客填写健康和旅行信息申报，并鼓
励宾客使用无接触式付款方式；餐厅所有食品使用遮盖
保护，提供公筷公勺；宾馆坚持对所有参与重要接待人
员进行核酸检测……多项承诺、措施彰显了国有企业的
社会责任。据了解，目前，全市90家旅行社、53家旅
行社分社按文旅部印发的疫情防控指南落实防控措施要
求；21 家星级饭店按市里要求，落实测温、戴口罩、
一米线等防控工作。

为进一步巩固疫情防控工作成果，保障广大读者身
体健康，焦作市图书馆切实抓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通过严把读者入馆流程、严控进馆读者人数、全力做好
消毒工作、加大巡查力度等举措，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焦作市博物馆实行实名制预约参观制度，采取错峰
参观政策，避免观众集聚，同时限制团体预约人数及场
次，严格落实防疫要求、定时消杀，多措并举保安全。
市文化馆在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的同时，利用
微信公众号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让群众足不出户享受海
量的文化艺术资源；录制各艺术门类讲座，对全市六县
五区文化专干进行线上培训；持续组织业务人员创作抗
疫作品，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抖音、网络等平台，传
播正能量。

坚持常态化防疫
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中秋、国庆“双节”将至，
在汛后疫后这一特殊时期，在家门口休闲游玩、乐享假
期，也是不错的选择。记者昨日从市文广旅局获悉，

“双节”期间，我市各大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示范村等
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以及门票优惠活动，特色

“文旅大餐”邀您一起玩转焦作。
国庆节前，云台山景区将与B站合作举办“国潮河

南·云台山奇幻旅游季”开幕式。10月1日至11月30
日，青天河景区将开展“青天河赏红季”主题活动，举
办非遗展演、风华国乐节、美食节、线上云赏红叶、秋
季登山节、抖音达人齐聚青天河网红节等特色活动，为
游客打造别样的赏红之旅。9月19日至9月23日，神农
山景区开展“神农祭天表演”和怀梆、唢呐、高抬火
轿、言状老虎、太极拳等非遗展演活动。陈家沟景区将
在国庆节期间举办太极拳系列赛事培训及表演活动。国
庆节期间，“老家莫沟”将举办首届丰收节；韩园将举
行“文润”孟州韩愈文化产品展示展演活动。9月19日
至10月7日，嘉应观景区将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主会场”活动，灯光秀、美食节、热气球、光雕音
乐节、非遗文化展演、武陟首届农民趣味运动会、嘉应
观黄河文化治黄博物馆新馆开园营业等特色活动，将为
游客带来丰富的旅游体验；9 月 23 日丰收节开幕式当
天，还将举办“河南省2021年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大
赛”颁奖活动。焦作影视城景区将举行“乐游中秋·情
满影城”“迎国庆·国潮古风文化节”活动。云台古镇
将在中秋、国庆期间举办大型灯光秀活动。

主题活动精彩，门票优惠也很给力。8月28日至9
月29日，云台山景区 （含峰林峡景区） 对全国人民免
门票 （仅需购买 60 元/人观光车票，车票连续 3 天有
效）；8月28日至9月30日，青天河靳家岭游览区面向
全国游客执行门票40元/人；9月1日至10月31日，嘉
应观景区面向全国游客执行半价优惠。

“双节”期间，乡村旅游也很有看头、有玩头。中
站区龙翔山居民宿集群9月19日至21日将举行开园活
动“山谷里的聚会”，内容包括美食品鉴、星光派对
等；十一黄金周还将举行“非遗回乡——周窑家庭非遗
体验日”活动。

迎“双节”
特色“文旅大餐”邀您玩转焦作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近日，2021中国特色旅游
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四川省乐山市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中
心隆重举行，我市选送的焦作市太极庄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的7件参赛产品特色文化内涵丰富，产品质量上乘，
创意设计凸显，在全国1468套16000余件参赛作品中脱
颖而出，获得1金、1银、1铜的佳绩。

2021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以“地域特色、文旅
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重点突出新技能、新技艺、
新创意、新设计、新技术、新应用、新工艺，大赛共设
100个金奖、200个银奖、200个铜奖。

经过激烈角逐，焦作市太极庄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选
送的山药薄饼荣获金奖，山药小麻花荣获铜奖，太极庄
公司旗下焦作伟蓝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选送的怀山药纤食
粉荣获银奖。

2021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获奖名单出炉

我市作品获1金1银1铜

“涝”“疫”远去，美好归来！2021
年8月28日，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在历
经灾情疫情的双重冲击、关门闭园一个
多月后，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等17
家A级旅游景区终于在全市率先实现恢
复开放。

从被迫按下“暂停键”到奋力打开
“重启键”，从闭园“空档期”变为提质
升级“黄金期”……焦作文旅业顽强重
启、渐渐复苏的背后，是焦作文旅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一条心、一起拼，全力以
赴打好灾后重建、疫情防控仗，开展

“大抢修、大排查、大培训、大练兵”
活动，加快复工复产的强大合力！

谋划灾后文广旅重建项目 76 个，
持续做好焦作文旅消费券发放，实施大
型旅游团队资金奖补政策，鼓励支持文
旅企业灾后重启市场、引客入焦……在

“金九银十”旅游黄金期到来之际，焦
作文旅积极推出一揽子政策措施，打出
促文旅市场升温“组合拳”，掀起汛后
疫后旅游新高潮。

聚焦灾后重建 激活文旅市场

我市全力掀起旅游新高潮

气势磅礴的云台天瀑让游客流连忘返。 （云台山景区提供）

特色民宿“老村小馆”。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游客在方
所乡村文化书店
看书。

本 报 记 者
王梦梦 摄

➡碧山工销
社（焦作店）。

本 报 记 者
王梦梦 摄

本报记者 杨景鹏

加快灾后重建
旅游业顽强重启

7 月中旬，我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过
程。强降雨来临前，市文广旅局于7月17日
要求全市涉山涉水景区及时启动应急机制，
停止售票关闭景区，并发布公告。7月21日
以后，随着汛情形势愈加严峻，全市所有景
区闭园。极端的强降雨过程，造成我市主要
A级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毁
严重，全市旅游景区损失达9.4亿元。

提振精气神，打好重建仗。面对汛情、
疫情叠加的严峻形势，全市文旅部门一手抓
灾后重建，一手抓疫情防控，不等不靠、共
克时艰，全力开展灾后修复建设和质量提升
工作，开展“大抢修、大排查、大培训、大
练兵”活动，加快灾后重建。截至目前，我
市A级旅游景区已有23家景区正式开园。

据了解，灾后全市文广旅系统共谋划重
建项目76个，计划总投资14亿元，其中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项目43个、文物保护项目
31个……通过积极争取对接，省文旅厅对我
市支持的旅游景区灾后修复重建、旅游市场
恢复等资金共到位450万元；市文广旅局牵
头协调，我市各景区积极与银行对接争取贷
款，自今年7月份以来，5家景区与银行签订
贷款合同5.03亿元，到位资金2.93亿元；积
极申报“十四五”时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
程项目中央预算内资金1.4亿元，目前已到位
资金360万元。

目前，全市旅游景区灾后基础设施恢复
建设共投入资金2000余万元。云台山、青龙
峡景区投入1060万元，停车场、供排水等公
共配套服务设施整修结束，景区步道正在维

修；青天河景区投入400万元，大泉湖码头
修复完成2座、步道修复1公里；神农山景区
投入204万元对景区内游步道和挡墙进行修
复，安装河道护栏。目前，整体开工建设的
旅游基础设施项目进展顺利。

加大文旅惠民
消费券持续发放

原价68元的焦作旅游年票，仅需23元；
多种面额的文旅消费券、门票消费券数量充
足、等您来抢……为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潜
力，刺激全市文旅消费，全力稳增长、促消
费、惠民生，在“金九银十”旅游高潮到来
之际，第二期焦作文旅消费券已于9月7日10
时开始发放。据了解，我市将陆续发放1000
万元文旅消费券，9月7日至13日第二期文旅
消费券共计发放11.5万张，合计247.5万元。

焦作文旅消费券包括旅游年票优惠券、
文旅消费券、景区门票消费券三种类型。活
动期间，通过“云闪付”APP平台领取焦作
文旅消费券后，焦作市民及外来常住人口在
购买焦作旅游年票，全国各地游客在购买景
区门票、住民宿、购特产以及在乡村旅游特
色村等文旅场所消费时，均可享受优惠补贴。

文旅消费券，“硬核”宠市民游客。焦作
旅游年票的优惠力度最大，可享受“购买价
值68元的焦作旅游年票立减45元优惠”，所
有焦作市民和外来常住人口均能参与本次旅

游年票“优惠购”活动。焦作景区门票消费
券、文旅消费券的使用范围，除云台山、青
天河、神农山等9家旅游景区外，还包括修
武县西村乡大南坡村等乡村旅游特色村，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精品民宿，并可购买

“四大怀药”、绞胎瓷等焦作特色旅游纪念品。
在持续做好文旅消费券发放工作，刺激

文旅消费的基础上，市文广旅局将组织多家
景区举办迎中秋节、国庆节文化旅游主题活
动，云台山奇幻旅游季、青天河赏红季、非
遗展演进景区以及多家景区门票免费或半价
等主题、优惠活动精彩纷呈，引爆游客旅游
热情。

实施奖补政策
助推旅游市场复苏

实施大型旅游团队资金奖补政策、暂退
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为进一步做
好文旅行业灾后重建工作，帮助企业恢复生
产，市文广旅局于9月6日印发《支持灾后重
建工作政策措施》的通知，确保全市文化旅
游领域稳定发展。

实施大型旅游团队资金奖补政策，主要
是对组织来焦的旅游包机、旅游专列、自驾
游团队、大巴车队等大型旅游团队给予资金
奖补。其中，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的旅游包
机，50 人以上，游览焦作 2 个及 2 个以上收
费A级旅游景区，在焦作住宿一晚的，每家

次奖励0.2万元。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的高铁专
列，200人以上，游览焦作2个及2个以上收
费A级旅游景区，在焦作住宿一晚的，每列
次奖励1万元。对旅行社组织接待的自驾游
团队，达 50 辆车，150 人以上，游览焦作 2
个及2个以上收费A级旅游景区，在焦作住
宿一晚的，每趟次奖励1万元。对旅行社组
织接待的旅游专列 （大巴车队），500 人以
上，游览焦作2个及2个以上收费A级旅游景
区，在焦作住宿一晚的，每列 （趟） 次奖励
0.5万元；游览焦作3个及3个以上收费A级
旅游景区，在焦作住宿两晚的，每列次奖励
1万元。

暂退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在
2022 年 2 月 5 日前，对已依法交纳保证金、
领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独立法人旅行
社暂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标准
为现有交纳数额的80％，以支持旅行社企业
积极应对因疫情造成停业后的经营困难、资
金断流等困境。

积极争取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
项资金补助；筹措非遗特色美食资金支持受
灾的相关餐饮企业发展……文旅重启，美好
可期！助推旅游市场复苏，我市还将通过完
善丰富优质的旅游产品供给，提高行业综合
服务能力等，实现全市文化旅游质量大提升。

愿这个夏天所有的遗憾，都化作秋日美
景的惊喜，与“太极圣地·山水焦作”尽情
相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