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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谷水大张对面绿色假期国际旅行社
18937940402 16637905605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9月天天发

老君山
电话：65901535 18739061576
地址：洛龙区政和路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9月天天发

老君山
13213669567西工区丹城路与春
晴东路交叉口，加气站院内九龙国旅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9月天天发

老君山
西工区解放路与道南路交叉口东南角103
终点站集散中心一楼大厅 63635555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9月天天发

老君山
报名电话：13938809378（微信）
60415690 地址：涧西区丽春路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9月天天发

老君山 洛 阳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电话：62279377、18638871913微信
王城大道凯旋路口东南角建设大厦东座1606室

一日游138元 两日游248元
9月天天发

老君山

友情提示：以上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双方搭桥，请您使用这些信息时，注意检查各种相关文件和手续。

洛 阳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电话：62279377、18638871913微信
王城大道凯旋路口东南角建设大厦东座1606室

俄罗斯直飞4999元起

欧洲特惠游5999元
欧洲洛阳起止，洛阳领队

哪儿凉快咱去哪儿！

天河大峡谷＋抱犊寨精品两日游

地址：涧西区龙鳞路北航未来域12号楼2单元304
陈朝阳18037902985 小薛18137720385

天河大峡谷一日游年票88元

年票298元 非年票328元

哪儿凉快咱去哪儿！

专线电话：15538840044（同微信）
地址：西工区亚威金港商务728室

天河大峡谷+蝴蝶谷2日游328元

天河大峡谷一日游
年票88元

洛 阳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涧西市委党校2号楼4楼13603966781

美国西海岸+鲍威尔湖+墨西哥
深度精华10天5999元
澳新全景10天8999元
欧洲六国13天精华4999元
日本5599元巴厘岛1999元
洛阳飞贵州6天777元
洛阳飞昆大丽6天1699元

河南康辉国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11

地址：西工区唐宫西路小商品东隔壁唐宫大厦713
电话：18637981110＝微信 63913112

安徽全景7日1480元胡杨林双高8日3680元
洛阳直飞泰国8日2990元芽庄双飞6日1680元

襄阳 2日 238元 北京 4日 560元
苏杭乌镇4日560元平遥2日280元

缅甸6日1680元西藏双卧11日 3280元

路仕达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46

地址：唐宫大厦6楼613（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
电话：18037973107 、18537949918（同微信号）

洛阳出发-西北5省（区）专列
惊爆价1680元起

10月11日新疆甘肃青海
宁夏内蒙古专列11日游

9月15日前报名有惊喜！

许可证号：L-HEN-CJ00011

电话：62275561 13838862760（微信）
地址：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唐宫大厦719

河南康辉国旅

特

惠

北京夕阳红纯玩5日游
阿尔山空调专列9日游
云南夕阳红双飞6日游
洛阳直飞泰国 8日游
胡杨林双飞双卧5日游

洛 阳 青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电话（微信）：18623753767 15838566190
地址：西工区道南路宝龙大厦605

平遥石膏山特价2日 89元（9月 14 日）
平遥乔家大院2日199元（9月13日/14日）
山西全景 6日 880元（9 月 16 日/23 日）

平遥王家壶口大槐树2日280元

河南国旅洛阳分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2

电话：64368115、18039586715
地址：涧西区南昌路锦茂大厦8楼

重庆武隆天坑地缝双飞6日980元起
北京无购物无自费双卧5日 1350元
苏杭双水乡海宁观潮双卧5日1380元
张家界凤凰无自费双卧6日 1580元
额济纳胡杨林纯玩双卧7日2780元起

日本品质双飞8日7690元（洛阳直飞）

俄罗斯品质双飞8日5999元

胡杨林双卧7日全陪班3280元
北京夕阳红双卧5日 1480元
重庆夕阳红双飞6日 1680元

河南港中国旅总部
许可证号：L-HEN-CJ00064

地址：西工区中央百货大楼9楼9126室
电话：63191056 63191998

欧洲四国德法意瑞13日12499元

洛 阳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电话：64389695、15290563697
地址：南昌路创展国际贵都2-811室

可上门
签合同

另：北京/海南/华东/张家界/厦门/出境等线路来电详询

精品成都去高回卧5日 1180元
网红云南双飞6日 1880元
纯享贵州梵净山双飞6日 2580元
大美新彊双飞8日 2780元
金典胡杨林去卧回飞6日2980元起
东南亚风情四国双飞11日2480元

洛 阳 中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65

热线：63903125、15838809125=微信
地址：西工区人民西路与凯旋路交叉口

华东六市双飞8天（洛阳直飞）1480元
海南双飞6天（洛阳直飞买一送一）惊喜价2480元
新疆双飞8天（郑州直飞）2780元
胡杨林金秋7天（洛阳出发）2880元
俄罗斯8天（郑州直飞）4699元
日本8天（洛阳直飞）5590元
欧洲4国13天（洛阳出发全程领队）惊喜价5999元

哪儿凉快咱去哪儿！

电话：16637905605 15138727198
地址：谷水大张斜对面

天河大峡谷+蝴蝶谷2日游328元

天河大峡谷一日游
年票88元

许可证号：L-HEN-CJ00011

河南康辉国旅

地址：西工小商品市场东隔壁唐宫大厦713室
电话：13513840434 18638831770

山西全景6日 888元黄山篁岭4日 399元
重庆双飞5日1680元贵州双飞6日1180元
北京双卧5日1350元桂林双飞5日1280元
新疆双飞8日2980元缅甸双飞6日999元
泰国双飞8日2580元朝鲜双卧8日4280元
日本双飞7日5800元台湾双飞8日3380元

洛阳中国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3

电话：64325061 15937917615（微信）
地址:九都西路国旅大厦5楼旅游中心

漫游巴厘岛连住精美泳池酒店1999元
俄国全景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4999元
夕阳红昆大丽香格里拉版纳双飞2780元
万人游三峡全景宜昌重庆游轮1580元
钱塘江观潮双水乡赠蟹宴 1280 元
洛阳直飞大连旅顺金石滩 1390 元
大美黄山+庐山婺源鄱阳湖 1680元
新疆天山喀纳斯胡杨林双飞2680元

□新华社郑州9月9日电（记者 李
文哲）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简称全国民族运动会）9日全
面开赛。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
届运动会共包含17个竞赛项目和194
个表演项目。来自 56 个民族的约
7000名运动员齐聚中原，金秋时节，
民族盛会，看点都有哪些？

看点一：各民族运动员共同的
舞台

为提高竞技水平，普及民族体育
项目，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民族体育中
来，自上届运动会开始，汉族选手可按
照一定比例参加竞赛项目中的集体项
目及表演项目，民族运动会真正成为
56个民族共同的舞台。

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龙舟、
板鞋竞速、民族健身操……本届运动
会上，这些竞赛项目将由汉族和少数

民族运动员组队角逐。

看点二：系列文体活动尽展
民族风采

持续9天的运动会，除各项赛事活
动以及开闭幕式外，还将举办民族大
联欢、表演项目颁奖晚会、中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展、河南省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展等系列文化体育活动。

民族大联欢是全国民族运动会的
重要活动之一。据运动会民族大联欢
总导演李维佳介绍，本届运动会是66
年来该项赛会首次在中部省份举办，
民族大联欢将充分展示中原悠久历史
文化底蕴，展现郑州现代化城市风貌
与发展成就。

看点三：新技术、新手段打造
视听盛宴

75块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
轻型透明网幕以灵活多变的形态呈

现影像，与130余台高清投影机覆盖
上万平方米场地的地面影像相呼应，
形成地面、空中、立面多维度的表演
空间。开幕式上，全新舞台技术手段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运动会期
间，这样的新技术、新手段还有很多。

12日于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举行
的民族大联欢活动上，出现在全国两
会现场的智能机器人，将以本届运动
会吉祥物“中中”的身份担当志愿者角
色，与来宾互动交流；“黄河文化”4D
情景艺术隧道，通过视频、投影及装置
艺术搭建，则会给观众极具冲击力的
视听体验。

看点四：“十八般武艺”亮相
武术之乡

中国武术凝聚了几千年来中华文
化之精粹。东道主河南素有武术之乡
之称，少林功夫名扬海内外，太极文化
由来已久。“十八般武艺”亮相河南，让
我们拭目以待。

民族盛会展风采 视听盛宴迎佳客

全国民族运动会有哪些看点

□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栾海宁 卞俊强

昨日，记者从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获悉，我市有 5 个非遗项目亮相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分别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洛阳
唐三彩烧制技艺、洛阳宫灯，省级非
遗项目曹屯排鼓、黄河澄泥砚、洛宁
竹编。

8 日晚，在开幕式举行前的暖场
活动中，来自全省的 9 个非遗项目先
后亮相，曹屯排鼓第六个登场，惊艳全
场。本次曹屯排鼓演出队伍包括 80
面鼓、10架狮子、30多个锣刹，由130
多名演员组成，是暖场活动中阵容最
大的节目，场面十分壮观。打鼓时，队
伍纵成列、横成排，敲起来震天动地、
气势宏伟。

据了解，曹屯排鼓有 400 多年历
史，6 套鼓谱传承至今，具有豪放、雄
浑的艺术特色，被专家誉为“中原排鼓
艺术活化石”。作为深受群众欢迎的
民间文艺节目，曹屯排鼓频繁亮相于
洛阳牡丹文化节、河洛文化旅游节、关
林国际朝圣大典、春节联欢晚会等重
大节会。

此外，在9月12日举行的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民族大联欢活动
中，我市的洛阳唐三彩烧制技艺、洛阳
宫灯、黄河澄泥砚、洛宁竹编4个项目
的传承人将现场展示制作技艺。

我市曹屯排鼓
亮相全国民族运动会
洛阳唐三彩烧制技艺、洛阳宫灯、
黄河澄泥砚、洛宁竹编等非遗项目
也将现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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