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运营是个发现问题
的过程， 这次我们就发现
游客还在看表演， 导游就
催促上车的问题， 以后我
们要对各景点进行协调，
重新进行线路调整和时间

规划， 确保把最精彩的亮
点呈现给游客， 争取正式
运营的时候让大家都能踏

上满意之旅。”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据了解， 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在疫情防控常态

下，严格采取“限量、预约、
错峰”等措施，进一步打造
具有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

的文旅名片， 讲好周口故
事，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擦
亮魅力周口名片。下一步各
单位将结合游客实际需求，
适时推出更多精品旅游线

路，比如乡村休闲游、生态
观光游等， 既促进消费，又
能让更多市民游出幸福感。

“周口一日游”的推出
是个起点， 全面贯彻实施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踔
厉奋发、笃行不怠、勇于尝
试， 周口就能■出一条文
旅融合发展新路子， 在新
赛道上不断出彩！ 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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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视点

“周口一日游”

拉动内需促消费
便民惠民在旅途

□记者 乔小纳 文/图

������9 月 17 日 8 时许， 在周口市
文化艺术中心，30 余名游客登上
大巴车踏上愉快的旅程， 开启周
口本地一日游精品旅游路线 （以
下简称“周口一日游”）试运营的
大幕。

“周口一日游”由周口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周口市交通运输局
联合推出。这条旅游线路是怎样诞
生的？ 包含哪些景点？ 优惠力度怎
样？后续如何发展？记者实地探访，
在一路欢声笑语中寻找答案。

核心阅读

������河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
中，“文旅文创融合战略” 成为锚
定“两个确保”、全面实施“十大战
略”的重要一环。 迈上新征程，河
南正在把丰厚的文化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 用璀璨文化之光
照亮现代化建设之路，让 “诗和
远方”联袂奏响动人的乐章。2021
年 12 月 27 日，“行走河南·读懂
中国”———“河南人游河南” 推广
活动启动仪式在只有河南·戏剧
幻城举行， 这是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盘活河南省文化旅游市场的

积极行动。
周口，是沙河、颍河、贾鲁河

三川交汇地，作为“羲皇故都，老
子故里”，自然资源秀丽，文化资
源丰富。 在打造“道德名城、魅力
周口”的过程中，为贯彻落实“文
旅文创融合战略”， 满足各地游
客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周口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认真做好本市
“河南人游河南”相关活动和游客
接待工作。 周口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依托全市新景点、新项目、新
业态进行策划、组合、包装，积极
联系旅行社， 联合周口市交通运
输局推出“周口一日游”项目，旨
在推动本地游，拉动旅游消费。

“疫情后时期，旅游业屡次受
到冲击。为响应市委、市政府拉动
内需的号召，纾解旅游业困难，我
们以周口中心城区周边热门景点

为主，科学合理优化行程，制定了
‘周口一日游’线路，节约交通时
间，降低经济成本，把便民、惠民、
利民措施充分贯彻。”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朱伟
说。

深入贯彻落实
“河南人游河南”活动

积极打造精品惠民旅游路线

������“周口一日游”线路上有 4 个景点，分别
是淮阳区太昊陵、周口海洋馆、周口野生动物
世界、周口关帝庙，古老和现代结合，人文与休
闲并重。“十一”前的双休日（9月 17日、18日、
24日、25日）为试运营时间，消息一经放出迅
速引起旅行爱好者的兴趣， “周口一日游”试
运营就在大家欣喜、好奇、期待中启动了。

当日 9 时许，大巴车到达名满天下的国
家 4A 级景区———淮阳区太昊陵门口。 下车
后， 来自康辉旅行社的专业讲解员已在此
等候，一场文化之旅就此展开。 太昊陵具有
6500 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伏羲文化虽起
源于结绳记事的原始时代， 但其对中华民
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至今形
成规模宏大的“二月二”古庙会。 随着对人
祖伏羲尊崇祭祀的敬仰，陵庙规模不断扩
大 ，形成了占地 875 亩 ，有内城 、外城 、紫
禁城，有午朝门、道义门、先天门、太极门、
钟鼓楼、统天殿、显仁殿、太始门等门殿重
重、俨若帝王宫殿的庞大建筑群。 太昊陵
南枕白龟献瑞的蔡河，北依神圣之域的蓍
草园，居于庙堂之后，保存了陵区的古树、
蓍草园等自然景观， 体现了天人合一 、人
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太昊陵规模宏大的陵
庙建筑群 ，全国罕见 ，备受文物旅游界尊
崇。

接受了文化的沐浴和文明的洗礼后，10
时 30 分，大巴车载着游客从太昊陵到周口
海洋馆。 作为新加入的年轻景点之一，周口
海洋馆位于羲皇大道与清风路交叉口向西

100 米路南，是以海洋为主题的大型体验式
海洋馆， 馆体建筑总面积为 2.2 万平方米，
共有生物 4000 余种。馆内总水体为 6000 余
吨，展示生物有太平洋瓶鼻海豚、花鲸、海
狮、海狗、海豹、鲨鱼、中华鲟、亚马逊巨骨
蛇鱼、海龟、企鹅、北极狼、平原巨蜥等多种
保护性动物以及其他淡、海水鱼类 20000 余
尾。 互动体验区包括海豚互动、海龟互动、
海豹互动、萌宠互动、海洋萌物触摸池、海
底 VR 体验区、裸眼 3D 海龟、鲨鱼撞击等。
周口海洋馆以科普、互动、体验、精致和创
新为特色，致力于打造一个适合全家游玩、

寓教于乐的综合型体验式景区。 海豚表演、
美人鱼表演、海狮表演、海豹表演，总是能
给大家带来欢乐，颇受游客喜爱。

离开周口海洋馆，12 时 20 分， 大巴车
来到周口野生动物世界，简单午餐后，大家
开启“与动物的亲密之旅”。

周口野生动物世界自 2020 年开业以
来，发展迅速，目前已是国家 4A 级景区，位
于周口中心城区中州大道北段， 由河南金
贵演艺集团投资 22.4 亿元建设， 总占地面
积约 2000 亩，引进 200 余种珍禽异兽，1 万
多只动物，是豫东南地区第一家规模最大、
功能最全、标准最高、动物品种最多的综合
性文化旅游项目。 周口野生动物世界吸引
了安徽、山东、漯河、商丘、许昌等周边 5 省
32 个地市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成为全国
同类景区中的“黑马”，屡登微博热搜。

16 时 40 分，大巴车到达“周口一日游”
的最后一个景点———周口关帝庙。 本线路
以文化开头，以文化结尾，可谓有始有终。
周口关帝庙是国家 4A 级景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位于周口中心城区中州大道
沙颍河北岸，创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占地 21600 多平方米。 周口关帝庙系
山西、陕西两省商贾集资兴建，为同乡集会
场所，又称“山陕会馆”。整座建筑群占地 20
余亩， 沿南北中轴线， 分三进院落纵深布
局，结构严谨。 其木雕、石雕、砖雕数量多，
内容丰富，工艺精湛。清嘉庆二年（1797 年）
陕西同州府大荔、朝邑、澄城天平会众商敬
献的两座铁旗杆分立左右，有 22 米高，3 万
余斤重。 周口关帝庙建筑装饰的题材中大
量采用了 “二龙戏珠”“凤凰牡丹”“五福捧
寿”“加官晋爵”“金玉满堂” 等吉祥如意图
案纹饰， 是封建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的形
象反映。

踏上返程， 一名游客兴奋地说：“‘一日
游’ 的费用比几个景点加起来的门票费用
还便宜，还不包括来回的车票钱，真是太划
算了！ ”“周口一日游”采取“一票通”，即门
票、导游服务、车费一次性收取，把最大的
方便和优惠给到了游客。

助力周口文旅
登上时代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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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享受 “周口一日
游”导游服务

������在周口野生动物世
界，游客观看杂技表演

�������在周口关帝庙，导游
介绍景点中的建筑艺术

������游客在太昊陵合影

周口海洋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