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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山东省政府旅游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获悉，2017 年“国
庆·中秋”旅游黄金周期间，山
东全省共接待游客7065 . 5万人
次，实现旅游消费总额559 . 6亿
元人民币。

假日期间，东方圣地、仙境
海岸、平安泰山、泉城济南、齐
国故都、水浒故里等山东十大
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出丰富多彩
的旅游休闲活动，吸引了大量
国内游客。此间，乡村旅游持续
火爆，休闲自驾备受青睐；邮轮
游艇、房车露营、中医药保健、
研学旅行、运动健身等丰富的
旅游新业态不断呈现。

据山东省旅游部门相关负
责人介绍，假日期间山东各地
围绕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
营造了良好的国庆中秋假日旅
游氛围，同时，山东正在推进全
域旅游发展，加快推动旅游业
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
造了一批集吃、住、玩于一体的
乡村旅游产品。

假期期间小型客车高速公
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大幅拉动自
驾游市场，高铁、飞机承载了大
量远程游客，中短途自驾游、自
助游成为更多假期短途出行者
首选。在眼下的海鲜收获季，选
择游览仙境海岸、体验渔家乐
的旅客络绎不绝，青荣城际线
路每天客流保持平均5万余人。
山东青岛、烟台、威海等海边城
市成为国庆假期国内旅游出行
的热点城市。

据了解，“国庆·中秋”旅游
黄金周期间，山东全省旅游质
监执法机构共受理旅游投诉
123件，全省旅游市场运行平
稳，未出现游客意外、景区突发
性事件、重大旅游投诉。

记者 史大玮

国庆中秋山东旅游
“吸金”559 . 6亿元

廓庐民宿
晚上村里静悄悄 睡得可真香

西营镇拔槊泉村的拔槊泉
廓庐民宿，自开业伊始，这个处
于济南海拔最高位置的民宿就
一直热度不减。那么这处济南

“最贵”民宿假日入住情况如何?
上午10点多，记者抵达廓庐

民宿时，当日的10间民宿已预订
出6间，假期前4日，廓庐民宿入
住率也比较高，每天能订出一半
多。记者咨询时，市民秦女士和
女儿、妈妈刚从民宿中走出，收
拾行李准备退房。“我这次是带
着妈妈、女儿特意来体验廓庐民
宿的。”秦女士介绍，她就住在市
区里，前段时间得知廓庐民宿开
业，她就特别好奇最贵的民宿到
底贵在哪儿?这个假期她特意抽
出一天时间专门来住民宿。

“虽然价格有点贵，但住了
一晚感觉真的很好。”秦女士的
妈妈说，房间配套标准高，马桶
还有保温功能，一抬头就是漫山
遍野的秋景，此时柿子正黄、黄
栌泛红，非常漂亮。“关键是睡得
香。”秦妈妈介绍，这里异常安
静，下午5点村里就几乎没啥动
静了，早晨她甚至都睡过了头。

廓庐民宿目前只能住不能

吃、玩，也让游客感到遗憾，据
悉，目前投资方已投入9000万进
行基础设施建设，将来还会打造
更多配套项目。

不二木居
住一晚1999元-4999元 吸引了

不少外地客

不二木居一店负责人王俊
丽介绍，不二木居每晚的房价从
1999元-4999元不等，假日期间房
间已基本预定一空。“木居听起
来贵，其实家庭入住比较实惠。”
王俊丽说，一间3999元/晚的木
屋，分上下两层，一层有2米宽的

大榻榻米，可容纳一家三口，楼
上还有1 . 8米宽的大床，也能容
纳一家三口。

同时，这3999元包含了景区
120元的门票，还包含景区小交
通，早、晚餐，房间内新鲜水果等
全部免费。木屋选用俄罗斯进口
樟子松打造，没用一颗钉，全部
是榫卯结构，内设用品均系高档
品牌。这样一算，也没想象中那
么贵。“我们喜欢体验民宿，以前
也住过青岛等地的民宿。”来自
东营的刘女士说，朋友推荐来这
里，不二木居的欧式田园风和窗

外自然的山间风景比较契合，孩
子很喜欢。据悉，目前入住不二
木居的以家庭和团队为主。

泥淤泉西村
一些老人包个小院 一住就是

几个月

高端民宿受热捧，那些相对
平价的民宿情况如何?5日下午5
点多，记者来到位于历城区的泥
淤泉西村。一进村，记者就被这
里的景观吸引住了，家家户户的
墙都粉刷一新，画着各式壁画，
墙后还悬挂着一排排花架，摆满
了五颜六色的花。

今年刚退休的老王已在泥
淤泉西村租住近5个月。“本来是
来玩的，可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就决定在这里长住了。”他和另
一位朋友共同租住了一个民宿
院，院落里粉刷一新，房间内设
施一应俱全。“出门是乡村，进门
是城市。”老王说，来这5个月，他
已接待了100多位朋友，有十几
位朋友想在这里租民宿居住。

“这里人好、水好、环境好，我们
很喜欢。”他说，村里喝的是泥淤
泉的水，淳朴的村民经常来送
菜，从来不收钱，让他觉得生活
在这里特别舒适、简单，“下一步
打算和朋友们在这里抱团养
老。” 据大众网

济南民宿游持续火爆

5000元最贵民宿成景点

重阳节不远游 就近登高望远去
隔记者 史大玮

十一、中秋双节刚过，马上
迎来了重阳节。重阳节又称“踏
秋”，是我国传统的民俗节日，
自古以来人们在这一天要佩戴
茱萸，登上高处，饮用菊酒来消
灾避祸，而到了今天，则有不少
人选择在重阳时节出门游玩，欣
赏金秋时节的美景。本期为您整
理了重阳节登山好去处，希望能
给您提供好的游玩地点。

佛慧山

路线：公交车137路到鱼翅皇
宫大酒店东临往南就能到。

佛慧山超级清净，环境很
好，也建了很多仿自然的连廊和
台阶，道路两侧的植被也非常丰
富，经常有爷爷奶奶过来爬山，
可以带小孩子们来看植被，有狗
狗也可以带着来遛遛。约上三五
个朋友也是很不错的。信佛的教
徒更是可以来，这有很多佛尊可
以看，是教徒的一大福地。

济南佛慧山在千佛山东南,
又名大佛头山，海拔460米。山势
峭拔为市区制高点，登临山顶
可俯瞰泉城。

山阴绝壁上有摩崖巨佛头
像，像高7 . 8米，宽4米，开凿于北
宋景佑二年，鬼斧神工雄伟壮
观。佛慧山下原有古刹佛慧寺，
明初为开元寺，现已湮灭，仅存
遗址。

黄石崖

地址：位于济南市历下区
千佛山东南，罗袁寺顶山阴。

黄石崖造像就在这一大片
石崖上，崖长50米左右，高数丈，
难以攀登，称“天台”。天台上面

悬崖探出，犹如厦檐。这里是有
很多的佛像可以看，这些佛像
开凿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至
东魏兴和二年(540年)，距今近
1500年了。黄石崖石窟造像，历
史悠久，是山东佛教重要史迹，
为济南地区现存最早的石窟造
像群。

带小孩来攀爬不仅可以锻
炼身体还能见识一下石窟文
化，年轻人更需要了解那时的
文化建筑以开阔自己眼界。

梯子山

路线：自驾
英雄山路南行——— 省道103

线南行——— 仲宫大桥省道103
线 — —— 柳 埠 镇 ，沿 柳 埠 大

街——— 根据沿路指示牌——— 水
帘峡风景区。

公交：济南市区乘坐67路公
交车至终点站李家塘南自行5
公里。

附近有樱桃采摘，樱桃真
是比别的地方都要大，非常的
甜，喜欢短途自驾游、采摘的朋
友可以去一试哦！山上环境是
非常非常好的，山明水秀。今年
雨水少，山间小溪基本没水了，
只剩石头了。采摘和野餐，也是
很不错的。

梯子山，又称云梯山，是济
南市辖区海拔最高的地方(海拔
975米)，位于济南市历城区西营
镇梯子山村西南。梯子山村就
坐落在梯子山下。

为期11天的“双节”假期铁路
运输圆满收官。据悉，济南铁路
局10月8日发送旅客68 . 9万人次，
11天累计发送旅客591 . 5万人，同
比增长9 . 4%，铁路旅客发送总量、
单日旅客发送量、单日管内旅客
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

今年“双节”八天长假，促使
百姓出行需求旺盛，探亲与旅游
客流高度叠加，铁路旅客发送量
大幅攀升。济南铁路局假期总体
运量再创历史新高，累计发送旅
客591 . 5万人，同比增长9 . 4%，其
中，10月1日、8日两次刷新单日旅
客发送量历史纪录，其中10月8日
发送旅客68 . 9万人，较历史高峰
去年10月1日65 . 1万人，增加3 . 78
万人；10月1日发送管内旅客48 . 3
万人，刷新单日管内旅客发送量
历史纪录。青岛站、淄博站、兖州
站等车站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
新高。

国庆、中秋两节重合的这个
“超级假日”，以尝鲜时速350公里
“复兴号”高铁为主题的京沪高
铁周边游成为一大亮点，根据假
期客流数据统计，济南西站每天
平均近2000名旅客选择体验“复
兴号”列车出行。京沪高铁沿线
泰山、三孔、台儿庄古城等热门
景区引爆国庆整个假期，仅10月5
日京沪高铁泰安站、曲阜东站、
滕州东站以及枣庄站四个高铁
车站同日创今年单日发送量新
高。眼下正值海鲜收获季，国庆
假期选择游览仙境海岸、体验渔
家乐的旅客络绎不绝，青荣城际
线路每天客流保持平均5万余人，
是平时客流的1 . 5倍，山东青岛、
烟台、威海等海边城市成为国庆
假期国内旅游出行的热点城市。

记者 史大玮

济南铁路局双节
发送旅客591 . 5万

欧乐堡“英伦鬼城”
等你来high

狂欢有理，吓人无罪。活力
无处安放的你今年打算如何过
万圣节？遍布园区的南瓜灯海、
潮爆超嗨的僵尸电音趴、不给
糖就捣蛋……在蓬莱欧乐堡，
一场充满英伦风情的万圣狂欢
等你来HIGH。蓬莱欧乐堡梦幻
世界“英伦鬼城”万圣狂欢定于
10月21、22、28、29日举行，活动期
间欧乐堡梦幻世界门票特惠150
元/人(购票范围：身高1 . 20米以
上人士)，营业时间9:00—20:00，
六大精彩活动引爆万圣狂欢！

黑夜降临，欧乐堡梦幻世
界化身吸血鬼的鬼魅庄园。鬼
魅巡游，异界大门准时开启，百
鬼集结出行，将你拉入热闹非
凡的鬼怪集市，更有淘气鬼，南
瓜怪，扫把女巫等萌系鬼精灵
出没；僵尸电音趴，僵尸摇滚教
父空降蓬莱欧乐堡，潮爆音乐
刷新你的三观！这个万圣节，来
蓬莱欧乐堡“英伦鬼城”一起狂
欢吧！ 记者 史大玮

今年的中秋节将国庆假期一分为二，因前期降雨、过节等因
素，南山旅游热度有所减弱，但随着天气转暖，南山旅游再次呈现
出拥堵局面。目前南山新兴旅游模式民宿游情况如何?据了解，最
贵民宿成为“旅游景点”，民宿甚至成为养老新模式。

(1)登向山坡时，上体前上倾，弯腰屈腹，稳步踏地前进。
攀越岩石区要踏稳平整的岩块，攀爬陡坡岩石要抓稳有棱角
支点的起伏处。学会两手攀握，一脚踏地和两脚撑地，一手攀
登向上攀进的组合动作。

(2)下山时，上体微微凸腹屈膝，重心稍向后移，步速宜缓
慢，步幅小而稳妥。

(3)登山途中遇到路障的排除方法：①通过杂草地区采用
高草拨分，低草踏压，藤草迈跨的方法前进。②穿过灌木丛区
时，两眼环视，谨防头部被树枝钩扎。③越过山涧、水溪时，涉
水步速缓慢，身体重心宜偏低。

分享一些爬山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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