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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森林旅游年票
开始发售

山东公示 10 家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12 月 18 日，山东省森林
生态旅游协会年会暨 2018

“好客山东 森林旅游”年票
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只需
96 元就可畅游省内 61 家优
秀森林旅游景区，门票总价
值达 3133 元。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副会
长张善久在讲话时指出，“好
客山东 森林旅游”自 2012
年发行以来，历经六年时间，
为集中宣传推介全省森林公
园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引导
更多人们走进森林，享受森
林生态美景，增强了生态文
明意识。希望“好客山东 森
林旅游”年票坚持创新、扩大
合作、互利共盈、持续推进，
打造出山东森林旅游产品的
精品名片。

据悉，“好客山东 森林
旅游”年票可从全省各市地
代理商处购买，也可拨打年
票客服电话 4000-0531-80 或
微信关注“森林巴士”、“好客
山东 森林旅游”年票。本年
度年票景区会不断更新，详
情 请 关 注 年 票 官 网
(www.sendiy.com)。所购年票
一经激活，即可享受本年度
年票增加更新的景区。

据了解，自 2012 年“好
客山东 森林旅游”年票发
行以来，济南、青岛、潍坊、济
宁等地陆续开通了“森林巴
士”，延伸了年票的服务内
容，年票用户只需缴纳交通
费便可乘坐“森林巴士”直通
景区。 记者 史大玮

记者从山东省旅游政务网
了解到，12 月 13 日，山东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规划发展处发布
了山东新增的 10 家 4A 级景区
名单。

10 家新增 4A 级景区是：
济南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
青岛百果山森林公园、青岛西
海岸生态观光园、淄博齐山风
景区、淄博市博山陶瓷琉璃艺
术中心、潍坊欢乐海沙滩景区、
威海荣成市那香海景区、日照
五莲县大青山风景区、临沂临
沭县苍马山·冠山旅游区、滨州
魏集古镇旅游区。

据了解，目前山东省已有
204 家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加
上新公示的 10 家，总数将达到
214 家，位居全国首位。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创建，涉及旅游
交通、游览、旅游安全、卫生、邮
电服务、旅游购物、经营管理、
资源和环境保护、旅游资源吸
引力、市场吸引力、接待能力、
游客满意度等 12 个维度的考
核标准。 记者 史大玮

12月15日，修缮一新的
“济南曲山艺海博物馆”正
式对社会免费开放。开放时
间为：上午 9 ：00 —下午 5 ：
00，每周一闭馆。博物馆展览
分为曲山艺海古溯源、南腔
北调聚大观、说书唱戏汇泉
城、艺海玉振启后人四大部
分，通过文字图片展板、文
献资料、影像资料、复原景
观、微缩模型、名人雕塑等
展示手段，以曲艺地域史发
展为主线，充分阐释了济南
曲艺历史的渊源脉络、沿革
变迁。

济南曲山艺海博物馆
位于市中区万达广场北侧
民康街26号，山东省红卍字
会施诊所旧址，1928年建成，
1953年停办。新中国成立初
期，这里也是有名的曲艺场
所。后为济南市博物馆、济
南市曲艺团驻地，是济南近
代建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
处四合楼式建筑。《济南战
役》、《燕子李三》、《誓言无
声》等多部电视片均以这座
四合楼为外景地，2013年被
公布为山东省第四批文物
保护单位。 记者 史大玮

历城区首届滑雪文化旅游节开幕
□记者 史大玮 摄影 史大玮

历城区首届滑雪文化旅游
节在蟠龙山滑雪场盛大开幕。
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历城
区政府和部门相关人员、历城
区旅游行业代表、2 0家新闻主
流媒体和近千名游客共同参加
了本次盛会。

本届滑雪文化节由历城区旅
游发展中心主办，济南骏腾永
豪—蟠龙山滑雪场举办，活动时
间从 2017 年 12 月 16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以“爱健康、爱运动、爱
快乐”为主题贯穿整个滑雪季。

2017 年，历城区旅游发展
中心面对南部山区划转的新形
势，立足实际，重新定位，深度
挖掘旅游资源，努力培育历城
特色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通
过发展工业旅游、打造农旅小
镇、做好旅游规划、举办节庆活
动，重塑历城旅游内涵，擦亮历
城旅游新名片。

蟠龙山滑雪场作为离济南
市区最近的滑雪场，拥有良好的

环境、高品质的服务、国际一流
的雪具、先进的造雪设备，让全
城市民在济南家门口就能享受
超高品质的绝佳滑雪体验。蟠龙
山滑雪场努力打造业内一流的
文化体育运动、民众健身、儿童
户外教育的场所，树立高品质滑
雪服务品牌，发扬本土滑雪场的
精神和优势，为历城区冰雪旅游
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开幕式上，精彩绝伦的热歌
劲舞、锣鼓表演、雪地马术表演
和滑雪表演，赢得了与会嘉宾和
游客的阵阵喝彩。同时，圣诞狂
欢、新年祈福、济南冰雪摄影大

赛等活动也将陆续登场。
景区开放时间：
滑雪项目白天场：8：30-17：

30；夜场：18：00 — 21：30。
预订提醒：
1、每张滑雪一卡通须交300

元押金或一张有效身份证件；
2、含租用一套雪具(雪鞋、雪

板、雪杖)及魔毯使用服务费；
3、滑雪计时：从出租雪鞋开

始计时至交雪鞋时止。
温馨提醒：
滑雪消费最低按一小时计

算超时 30 分钟内按半小时收费，
超 30 分钟按 1 小时收费。

济南“曲山艺海”
落成并免费开放

又是一年雪季，近日山东多地均纷纷下起小雪，热爱滑雪的人士早已
急不可耐。据了解，我省的滑雪场都已开门营业，有很多滑雪场都有儿童戏
雪区，周末带上家人孩子一起在雪白的冰雪世界遨游，也是不错的冬季休
闲旅游去处。本期为大家推荐山东几家著名滑雪场，一起来看看吧。

滑雪注意事项

1 .防止进雪：滑雪时难
免会有跌倒的时候，如果没
有专用的滑雪服，跌倒后雪
会从脚腕、手腕、领子等处
钻进衣服里，要用一个有弹
性的长筒护膝，一头套在滑
雪靴上半部，另一头套在腿
上，可有效防止脚腕处进
雪；用一副宽条带尼龙贴扣
的松紧带将滑雪手套腕口
紧紧扎住，可有效防止手腕
处进雪；另外用一条围巾将
领子与脖子之间的空间加
以填充，能保证雪不会进入
领口，而且还能起到保温的
作用。

2 . 滑雪镜的选择：首先
滑雪镜面不能起雾，跌倒后
眼镜不应对脸部造成伤害，
所以应该选择全封闭型滑雪
镜，外框由软塑料制成，能贴
紧脸部，防止进风；戴眼镜的
滑雪者在选择滑雪镜时，应
选择镜框厚一点的滑雪镜，
以便能将眼睛全部罩住。建
议滑雪者佩戴雪镜，也可以
防止雪盲症的发生。

3 . 对皮肤的保护：冬
季寒冷干燥，滑雪时形成相
对速度很大的冷风对皮肤
的刺激和雪面上强烈紫外
线对皮肤的灼伤，是构成皮
肤伤害的主要原因，所以可
选用一些油性的、有阻止水
分散失功能的护肤品，然后
再用防紫外线效果较好、具
有抗水性的防晒霜涂在皮
肤上。如果滑雪时感觉冷风
对脸部的刺激太厉害，可选
择一个只露出双眼的头套，
再加一个全封闭型滑雪镜，
即可将面部完全罩住，能有
效防止冷风对面部的伤害。

4 . 如何防止冻伤：人体
冻伤主要发生在手部、脚
部、耳朵等部位，所以应选
用保温效果较好的羊绒制
品或化纤制品对上述部位
进行保温。

蟠龙山滑雪场

被市民称为“济南家门口的
滑雪场”的蟠龙山滑雪场，拥有极
佳的地理优势，距离奥体中心仅 8
公里，是目前离济南市区最近的
滑雪场。坐落于蟠龙山森林公园
北麓济南国际赛马场内，东临彩
石镇，西邻保税区，北临市委党校。
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依山造势，景
致独特。

蟠龙山滑雪场也是目前济南
市唯一一家拥有世界一流雪具和
设备的滑雪场。雪鞋和双板设备
进 口 自 意 大 利 的 著 名 品 牌
Nordica。为了造出完美的雪质，该
滑雪场采用世界人工造雪行业第
一品牌美国 SMI 超级雪神造雪
机，另有意大利生产 PRINOTH 普
瑞诺特压雪车，为雪友们塑造完
美雪道。

购买自加拿大的庞巴迪雪地
摩托是超强悍负重机械。20 英寸加
宽履带，能够提供更大牵引力和雪
面浮力，带给你前所未有的雪上体
验。这个冬天雪地驰骋的身影有没
有你?蟠龙山滑雪场炫酷雪地摩托
超爽体验，绝对让您尖叫不已。

崂山北宅高山滑雪场

想要在山东滑雪一定要体验
一下崂山北宅高山滑雪场，这是一
个很正规的滑雪场，受到了很多滑
雪资深爱好者的欢迎，雪友们可以
通过团购购票，成人三小时 99 元，
节假日价格可能要高一点。这里的
面积虽然不是特别大，但能够提供
给大家的滑雪装备都是比较先进

的，能给大家带来最好的滑雪体
验，而且能够保证安全。

滑雪场地处山峰之间，改造
后平缓而宽阔。雪道长 300 米，可
同时容纳 450 人滑雪。景区内风景
秀丽，山峰连绵不断，水库距离雪
场 200 米，高山流水。雪场开设了
单板，双板，滑雪圈等丰富多彩的
娱雪项目。

崂山滑雪场邻滨海公路，交
通十分方便，滑雪场独特的地理
位置，为广大滑雪爱好者提供了
优美的环境和良好的雪质，让滑
雪爱好者更加舒适的进行滑雪运
动，体验滑雪激情。青岛大学中心
校区，东校，青科崂山校区，海大崂
山校区，恒星学院，酒店管理学院
均有公交直达。

青州驼山滑雪场

青州驼山滑雪场度假村位于
山东省青州市西环路与南环路交
界处南200米。

青州驼山滑雪场度假村共投
资5000余万元，占地面积500余亩，
是目前山东省设计规模最大、设
施最先进、服务最齐全的综合性
冬日项目，是放松身心休闲娱乐
健身的景区。

景区有按照国际标准建造的
带有长 800 米，落差 130 米缆车的
高级滑雪道 2 条；300 米至 400 米
的中级滑雪道 4 条，为初级滑雪者
设计了长 100 米至 250 米的初级
滑雪道 3 条，并有为职业滑雪者设
计的长 1800 米的回旋雪道一条。

在雪具房上方的度假村酒店
有设备先进、环境舒适的茶座，当

你需要休息的时候可在柔和的音
乐中喝一杯热牛奶，品一品香茶，
向南眺望滑雪场的全景，苍松翠
柏、白雪皑皑，观赏雪上运动的婀
娜多姿以及艺术家们的即兴表演。

度假村在雪季过后将变成一
片绿色的海洋，届时您将体会到
在此滑草、滑沙的乐趣，一定会使
每一位游客流连忘返。

金象山滑雪场

金象山滑雪场地处济南市历
城区仲宫镇商家，处于金象山景
区内，距市区仅 25 公里，雪场总面
积 10 万平方米。它与“五岳之尊”
的泰山同出一脉，南与隋代最古
老的石塔——— 四门塔仅有一巅之
隔；北靠绣川乡的商家村，西靠金
宫山庄，交通十分便利。

金象山滑雪场建有初、中、高
三级滑道，充分满足了不同水平
滑雪爱好者的需求，主要滑道长
达 600 余米，是创造家庭欢乐气氛
的好场所。雪场拥有雪地摩托车、
雪地自行车、滑雪圈、滑雪板等新
鲜刺激的运动项目。游客们还可
以参加堆雪人、滚雪球、打雪仗等
丰富多彩的雪上活动！

骑雪地摩托是雪场极受欢迎
的雪上项目。雪地摩托是用于救
护、输送、娱乐的专用车辆，以前
滑撬后履带式在雪地上快速移
动，爬上 25 度以上的雪道，小型
雪场还可挂上雪犁用来平整雪
道。雪地摩托豪华气派，安全舒
适，驾驭简单易学，速度自控，驾
驶雪地摩托在雪野中飞驰是非常
刺激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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