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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佛山兴国禅寺
12 月起取消门票

昆嵛山森林公园
12月起封山养护 青岛的“下午茶”竟藏在海边仙山

民丹岛：连发呆也很美的地方！

据了解，为了积极响应
中国佛教协会、山东省佛教
协会“关于佛教寺院抵制商
业化的倡议”，为广大游客、
香客进兴国禅寺提供方便，
经过济南市佛教协会和兴国
禅寺研究，并报济南市民族
宗教事务局批准，决定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取消千
佛山兴国禅寺门票。

兴国禅寺每日开放时间
为早五点至晚八点。希望广
大游客和香客进入兴国禅寺
遵守寺院的规定与秩序，爱
护寺院文物和寺院设施。兴
国禅寺已实行赠香，禁止从
外带香进入寺院。

自今年 3 月 28 日，济南
市佛教协会与济南市千佛山
兴国禅寺就曾联合发表倡议

“文明敬香，免费烧香”。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敬香礼佛
一律使用寺院免费赠送的三
炷清香，严禁游客、香客自带
各类香烛等物品。因此，去兴
国禅寺烧香切记不要再自带
香烛等物品。

兴国禅寺始建于唐贞观
年间(627—649年)，被称为千
佛山首刹。宋代时，兴国禅寺
又加扩建。明成化四年(1468
年)重建，大雄宝殿、天王殿及
僧寮、库房等全部予以重修，
殿内塑释迦牟尼、地藏王菩
萨、十八罗汉、四大天王等
像。清朝嘉庆至咸丰年间(公
元1796一1860年)又加以修葺，
并增建观音殿等建筑。现存
寺庙主要是明清时格局和规
模。 记者 史大玮

民丹岛是印度尼西亚的岛屿
之一。它属于廖内群岛的最大岛
屿，该岛最大的都市是位于西南方
的丹戎槟榔(Tanjung Pinang)。早在
15 世纪，郑和下西洋的记载中就已
提及。因为地理位置接近赤道，民
丹岛终年阳光普照，年平均气温在
26度左右。海水清澈蔚蓝，沙滩白
净，海洋生态相当丰富。

一般游客所能到达的民丹岛
部分为旅游区，是新加坡向印尼
租借的地方(印尼政府将滨丹岛
北部总计 3200 公顷，划为特别行
政区；并将此特别行政区租予新
加坡 80 年)。岛上的酒店为度假
村形式，休闲设施都相当完善，此
外，每家度假酒店都有属于自己
的海滩，附属的海上运动中心皆
可给房客们提供各种丰富的海上
活动，例如风帆、橡皮艇、潜水、钓
鱼、独木舟和香蕉船等等。

在这里，你可以足不出户，静
静地躺在酒店的大床上，欣赏着
窗外无边的海景；也可以换上泳
裤、比基尼，到海景泳池游个泳，
还能看到很多来自世界各地、不
同肤色的比基尼美女。

在这里，你可以到高尔夫球
场的绿茵场上挥杆；参加海上运
动尽情享乐；加入民丹岛生态探

险之旅：向村民学习原始钓鱼术，
或坐船在热带雨林夹岸的海与河
交界水域穿梭游览。

在这里，你可以参观原住民
的黄梨种植地，并看看他们怎么
从橡胶树上割取胶液，再看看当
地妇女用斑兰叶编织手袋和其他
手工艺品。除了享受之外，这里还
可以探险，乘着快艇顺着由红树
林围起的河道可以走上好几个小
时，除了可以观赏各种植物之外，
还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毒蛇、蜥蜴、
翠鸟等动物，它们很可能就爬在
你头顶的树枝上——— 在这里，你
没有机会说无聊。

因为地理位置接近赤道，民
丹岛终年阳光普照，年平均气温
在 26 度左右。这里蓝天碧海、沙
滩无际、树木葱翠、阳光明媚，无
论是潜水、冲浪、骑车、射箭，或是
SPA 、散步、发呆，一系列热带假
日活动都是休闲的不错选择。尽
兴游玩后，在海边的水疗中心做
个 SPA ，让全身心放松再放松，
去深切体验民丹岛静谧安详的另
一面。海滩 SPA 亭建在海边草坪
上，离海水只有 100 多米，远看就
像当地土著居住的尖顶小草屋，
不过建造得非常精致、牢固。亭中
柚木地板腾空，四周挂有竹帘、布

帘，加上眼前碧海接天，海天一
色，附近椰林婆娑、奇花吐香，对
休闲客的吸引力着实不小。

畅游新加坡，再去民丹岛，更
能深切感受现代文明与原始生态
的“天作之合”。民丹旅游区位于
民丹岛北端，我们所住的娜湾花
园度假村酒店极具南洋情调，大
大小小的亭阁、长长短短的通道
采用褐色木结构，亭、廊被南洋花
卉簇拥，清新的空气中洋溢着淡
淡的清香。

每年的 11 月到来年 3 月，是
借助风力的运动的最佳时节。
每年 1 月份总会有专业和业
余风浪板选手云集于此，参
加为期 4 天的国际风浪
板竞赛 Ma n a M a n a
Ams l am ，这也是
亚洲杯国际风
浪板巡回赛
的 一 部
分。

A团期：新加坡+民丹岛风
情6日游：12月13日、20日、27
日。原价：4180元/人，报社福利
价：3400元/人。

B团期：新加坡+民丹岛风
情5日游：12月11日、18日、25
日。原价：3980元/人，报社福利
价：2800元/人。

行程特色
◇选乘航空：甄选新加坡

酷航梦幻客机直飞往返，仅需
6小时。

◇温馨酒店：新加坡当地
商务酒店。民丹岛全程升级3
晚当地海岛度假酒店。

◇贴心服务：资深导游，
专业领队全程周到服务！

◇欢乐之旅：一地价格享
两地游览，“狮城”新加坡+“后
花园”民丹岛。

狮城新加坡：狮身鱼尾像
-花芭山-圣淘沙名胜世界。

海岛度假民丹岛：民丹岛
传统文化之旅+生态之旅+小
城观光。

◇南洋美食：品尝超美味
印尼风味餐，本地客家菜、海鲜
餐。民丹岛升级餐标50元/人。

报名咨询热线
13406502888

记者获悉，自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到 2018 年 2 月 28 日，山
东省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
将进入每年例行的封山育林
期，泰礴顶、无染寺及九龙池三
大景区将闭门谢客，烟霞洞和
岳姑殿两个景区将根据天气情
况调整营业。

据了解，受地理因素的影
响，昆嵛山冬季的空气湿度仍
轻松领先市内各区，每年都成
为烟台初雪飘落地。雪季即将
来临，整个景区的温度也将迅
速下降，路面遇水成冰，交通受
阻，会给游客带来诸多不便。昆
嵛山是全球同纬度物种最丰富
的地区之一，是山东省唯一一
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为保护好珍贵的
生态资源，确保生态环境不受
破坏，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管
理处作出部分景区冬季封山养
护的决定，从而保证动植物在
冬季休养生息，为来年呈现更
好的风貌。

记者 史大玮

□记者 史大玮

传统意义上的英式下午茶
于下午四点开始。在三层瓷盘装
盛的点心。从下到上，第一层放
三明治，第二层放传统英式点心
司康饼 Scone，第三层放蛋糕和水
果塔。正统的下午茶一般用纯品
茶，比如大吉岭、伯爵茶、锡兰茶
等。不过现在花茶、奶茶等作为下
午茶也很常见了。茶点的食用从
淡到重，由咸至甜，一般是自下而
上，从底下第一层开始往上吃。喝
茶的话是先倒茶再加牛奶。

但是要知道，英国的茶文化
最早是由中国传入的。1662年，葡
萄牙公主与英格兰国王联姻，她
的嫁妆中便有一箱中国茶叶。由
此，饮茶之风在皇室盛行起来，风
靡整个英国的上流贵族社会。

说到中国茶就不得不提崂
山茶。胜景在于它的山景和海景
并存，名山蕴名水，名水育名茶，
这是品茶人的讲究。崂山是“海
上第一名山”，有“神仙宅窟”、

“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之美

誉。崂山矿泉水水质优异，真正
成就了“仙山圣水崂山茶”的显
贵地位，成就了中国江北第一名
茶。作为中国最北方的绿茶，具
有生长周期长、品质优良、叶肥
味厚的特点。崂山本地人多为
明、清时期由云、贵两省迁来，开
辟的农田多为小块土地种植茶
树，所以你现在喝到的崂山茶至
少已经传承千年了。

崂山茶也分地区，靠海、山
顶、山腰、平地，不同位置种植出
的崂山茶不尽相同。眼下北方地

区已经入冬，在暖暖的冬日，在
阳光普照的玻璃茶室里，约上三
五好友，闻着茶香，赏着海景，静
享一段安宁的冬日下午茶时光，
是再惬意不过了。

来崂山喝下午茶，茶点都是
独一无二的，小鱼干、蛤蜊干，各
种海鲜干货，配上水果和点心，
还有当地人或者导游给你讲述
崂山存在近千年、被称作“全国
最美渔村”的村落故事和崂山茶
独有的文化，实在是难得的周末
休闲体验。

近期寒潮来袭，气温骤
降，金象山全体小伙伴抓住
时机，经过连续几天昼夜不
停地造雪，金象山滑雪场在
今天正式开门营业了！

滑雪+冰雕，激情无极限

凡购买金象山滑雪票的
游客，加1元即可体验原价30
元的冰雕乐园。游客既能感
受滑雪的激情，又能体验冰
雕世界的美轮美奂！

滑雪+雪地CS，惊喜新体验

金象山滑雪场即将隆重
推出雪地 CS ！滑雪之余，畅
爽“开黑”，让您体验林海雪
原般的惊险与刺激！你准备
好了吗？

孩子几岁适合滑雪

孩子从能站、能跑、能跳
(3岁左右)就可以开始尝试滑
雪这项运动。由于每个孩子
的运动能力不同，因此滑雪
教练的建议是，能快速奔跑，
并且能在你让他停的时候，
他能急刹住就可以了。

记者 史大玮

济南金象山滑雪场
盛大开业

□记者 史大玮

“民丹岛”这个词，也是近
几年才进入大众的视线。这个
位于太平洋的海岛，仍旧保留
着如诗如画的天然景色和纯
美浪漫的热带风情。因为毗邻
新加坡，搭乘渡轮只需45分钟，
不仅新加坡人把它当作后花
园，很多到新加坡的游客也顺
道将其作为目的地之一。浓绿
斑斓的热带植物、银色无边的
绵长沙滩、碧蓝浩瀚的南中国
海、各种国际级度假酒店，待
在这里，只需要放松放松，再
放松，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
这散漫的时光。

碧海民丹岛行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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