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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上午，以“共铸中
国梦，齐鲁过大年”为主题的
2018“好客山东”贺年会启动仪
式在台儿庄古城西门举行，同
时启动了第六届台儿庄古城
大庙会。

“载歌载舞贺新年，欢天
喜地过大年”，一曲《盛世辉
煌》拉开了仪式帷幕。省旅发
委副主任张明池，副市长刘吉
忠，区委书记王广金，区委副
书记、区长韩耀东，区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刘洪鹏，副区长王
晓丽等共同启动2018“好客山
东”贺年会。随后，新春开福门
在欢乐的《五福舞》中拉开了
帷幕，一曲《新年赋》表达对新
一年的祈福。西城门缓缓打
开，由火风带来的一曲《开门
红》响彻台儿庄古城，寓意新
的一年，开门大吉，万事如意。

台儿庄古城大庙会通过
整合资源，创新方式，突出“元
旦、春节、元宵节”3大节点，围
绕“贺年游、贺年礼、贺年宴、
贺年乐、贺年福”5大产品，策
划“新春花灯会、新春欢乐游、
年博会、春节文化论坛”等10大
主题活动，按照“多元营销、渠
道做宽、市场做活、品牌做靓、
效益做大”的举措，打造“到最
有年味的台儿庄古城过大年”
文化旅游品牌。

据了解，台儿庄古城大庙
会从元旦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百狮贺岁、火龙钢花、社火巡游
等各类民俗汇演展让您真切
感受传统年味。记者 史大玮

2018 台儿庄古城
大庙会举行

在1月1日元旦当日，山东
省烟台龙口南山景区举行了
2018盛世太平、百“姓”祈福法
会。来自全国各地百位姓氏不
同、行业不同的尊贵客人为自
己和家人祈福，为新年增添一
份荣耀与吉祥。

活动当天，数百名徒步爱
好者参加了景区内举办的徒步
登高比赛，在强身健体的同时，
欣赏沿路美景，也期待在新的
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顺遂。南
山景区还为广大游客准备了精
彩的舞龙舞狮表演，让游客们
在喜庆、热闹的气氛中感受浓
浓的新年气息。

元旦小长假已经结束，传
统的春节即将到来，龙口南山
景区即将开启新春祈福之旅。
腊八节、除夕夜、财神节、元宵
节，天天有惊喜，正月初五到正
月十六，每天精彩不断，撞钟祈
福、辞旧迎新；迎接财神、财运
滚滚；赏花灯看烟花，还有更多
互动游戏等你来参与，欢迎来
龙口南山旅游景区共度佳节。

记者 史大玮

烟台龙口南山景区
将开启新春祈福之旅

不一样的香港新玩法
维岗直升机体验

在香港，有时会看到空中直
升机呼啸而过，其实每个人都可
以体验一把直升机俯瞰港城的。
早些年在香港体验直升飞机的
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从香港出发
乘坐直升飞机到澳门；另一种就
是爬山受伤被急救直升机带回，
但其实除了这两种之外，现如今
还有第三种办法。

这就是香港王府半岛特有
的直升机服务。从酒店顶层的停
机坪起飞，只要1500元就可以体
验一次。从酒店顶层起飞之后直
升机会带着你在香港岛附近绕一
圈，全程大约 15 分钟，据说有不
少年轻人会来此包机求婚。此
外，在香港半岛酒店还有个规
定，只有直升机的乘客才能进入
到顶层的Helicopter Club里。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梳士
巴利道22号(近港铁尖沙咀站E
出口,近港铁尖东站L3出口)。

玩转攀岩飞索

来到香港在最繁华的地段
转转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八成
都是在尖沙咀或是中环这些地
方走走停停。但是你要知道，除
了这些地方之外，香港的其他地
方并不是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
照样有一些有趣的项目在等你
体验，这其中就包括攀岩飞索。

如果你经常看TVB电视剧
的话，那么对于里面经常出现的
登山剧情应该并不陌生。要知
道，香港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评选的世界级地质公园，这就跟
澳洲的Kanawinka Geopark是一
个级别的，所以登山在香港也是
家常便饭。

香港的火山岩地貌也是最
具代表性的，所以这里出现攀岩
飞索之类的旅行项目也就不足

为奇了。在香港想要参加攀岩飞
索除了在冬天雨季比较危险之
外，其他季节都是比较适宜的，
不过来此旅行的人对这个项目
知之甚少，所以不要担心会出现
人满为患的场面。

这里的飞索设计还非常贴
心，很多人第一次玩的时候会非
常紧张害怕而错过了好风景，所
以这里教练会为你安排 2-3 次，
当人数超过 10 人的时候还会安
排绳索岩降，非常新鲜刺激。

价格：￥585/人，成团后在
西湾河地铁站 A 出口地点集合
搭乘渡轮前往。

欣赏高雅画廊艺术

香港的艺术氛围也是非常
浓厚的，别看这里连个像样的博
物馆都没有，但是这里是世界上

最大的艺术品市场之一，每年在
香港交易的艺术作品也是非常
多的。

通常香港的画廊多集中在
中环一带，从荷李活道出发你可
以在沿途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
画廊。香港的画廊之所以如此之
多除了文化之外，这里进出口都
是免税，所以价格上会比较便宜
一些。

位于太平山脚下的荷李活
道被称为“古董街”，像万玉堂、
精艺轩、Connoisseur Gallery 香
港中青资历以上的画廊全部扎
堆在此，特别是荷李活道上的奥
卑利街，这条位于法定古迹中环
警署隔壁的爬山小路，汇集了数
家当代艺术画廊，浓郁的艺术风
格充斥在街头巷尾。

在众多的画廊当中一定要

提 的 就 是 这 间 J o n a t h a n
Wat t i s画廊，与其说是画廊倒
不如说是地图店。话说这家店
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在中区
警署的旁边，在这里有全球知
名人士的手稿以及地图专家
手绘的画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香港买
chanel、lv包包都不如从这里买一
份1890年的英文版手绘北平内
城地图来的有意义。

如果你对画廊艺术文化很
感兴趣，但是又担心自己不太了
解，那么可以报名SOHO画廊行，
一路边走边看并且有讲解员来
为你逐一讲解。

价格：200 元港币(中文/英
文步行团)。

时间：星期六下午 2：30 —
4 ：30(中文团)星期六上午 11 ：
00 — 1：00(英文团)。

坐帆船游历维多利亚港湾

大部分的人来到香港都是
乘坐天星小轮来游历维多利亚
港湾的，特别是在夜晚，海风拂
面，十分清爽，不过最可惜的是
时间比较短，只有15分钟的时间
就匆忙靠岸了，好像还没一饱眼
福就要离开了。

相比较之下“张保仔"号帆
船就有意思多了，你可以在船上
乘坐 45 分钟的时间，可以充分
欣赏两岸的风景。

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风
景，还可以吹着海风在船舱内喝
上两杯，点上一杯红葡萄酒细细
品味酒香的同时看着船舱外的
景色也是极美的享受。

另外，帆船还会在海面上停
留一段时间供游客们欣赏夜晚
香港灯光秀，在摇曳的船舱内欣
赏这种美景更具风情哦！

“张保仔”每日提供八次畅
游维港服务，由下午一时三十分
至晚上十一时半，可分别于尖沙
嘴四号码头或中环皇后码头上
落，每位收费150港币(夜航180)，
包括一杯自选饮品。

┬记者 史大玮
┬通讯员 王兴军

入冬以来，随着唐王、董家等
地农业园区采摘活动的开展，以
及滑雪节、阿胶节和济南市工业
旅游直通车等活动的举办，历城
区冬季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第四
季度，历城区共接待游客近200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亿元。

今年以来，面对南部山区划
转的新形势，历城区旅游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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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做好旅游规
划、发展工业旅游、乡村旅游、举办

节庆活动，激活旅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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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的雪具、先进的造雪
设备，让泉城市民在济南家门口
有就能享受超高品质的绝佳滑雪
体验。历城区旅游发展中心联合
济南骏腾永豪公司主办的历城区
首届滑雪文化旅游节于 2017 年 12
月中旬正式开幕以来，游人如织，
平均每天吸引数百人前来滑雪游
玩，周末每天可以突破千人次。滑
雪文化旅游节的举办，进一步丰
富了历城区冬季旅游市场，打造
了济南冬季旅游区域品牌。

以采摘、体验等为主的乡村
旅游也成为历城区冬季旅游新
热点。目前，历城区共有各具特

色的农业园区
和乡村旅游
点 40 多个，
主 要 以 采
摘、民宿、
餐饮为主。
在唐王镇
的息壤农
场 、初 荷

农业园、正庄农业园、悦心园，董
家街道的柿子园村、普朗特农业
产业园、爱农庄园、济南馥羽草莓
生态园、鑫翔农业等农业园区，葡
萄采摘、圣女果采摘，苹果采摘、
蔬菜采摘、捡鸡蛋，飞碟射击、真
人 CS 对战、微型盆景制作等丰富
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鲍
山街道的神农生态园更是用无烟
厨房，游客可以自己到田地摘菜、
做饭，晚上住民宿，让游客体验到
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成为了众
多游客乡村休闲游的首选。

工业旅游是历城区旅游业发
展的又一个新亮点。目前，历城区
先后发展普利思水世界、涵思泉水
业、宏济堂中医药文旅产业园等一
批工业旅游企业。2017 年 10 月份
宏济堂中医药文旅产业园被命名
为山东省首批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2017 年 12 月 22 日第二届宏济堂
阿胶文化节暨济南市工业旅游直
通车启动仪式在宏济堂举行，玉泉
取水、祭拜乐镜宇、玉泉阁取火、注
水点火熬胶、民俗展示、戏曲表演、
中医坐诊、园区游览等活动吸引了
众多市民走进工厂，参观体验。

家门口的旅游好去处
济南历城区冬季旅游持续升温

泉城欧乐堡企鹅萌宝
喜庆吉祥贺新年

记者据泉城欧乐堡度假
区了解，在2018年元旦前夕，泉
城欧乐堡度假区海洋极地世
界刚刚孵化的2只企鹅萌宝，
迫不及待地来向大家贺新年，
它们伸着长长的脖子翘首“作
揖”，萌萌的样子十分惹人爱。

企鹅宝贝们长着灰绒绒
的小脑袋，鹅黄的小嘴，圆嘟
嘟的身体紧紧依偎在妈妈温
暖的腹下，时而蜷成一团，时
而翘首张望。

两只萌宝分别来自两个
企鹅家庭，它们属于南极巴布
亚企鹅，是企鹅家族中最快速
的泳手，游泳的时速可达 36 公
里。现在这两个小家伙还不会
游泳，等到三个月大的时候，
身上长的绒毛换成防水的羽
毛，就能和父母一样成为天生
的游泳健将了。

在泉城海洋极地世界工
作人员的悉心照料和企鹅父
母的细心呵护下，企鹅宝贝成
长得非常快。工作人员为企鹅
母子准备了磷虾、鱿鱼、鲭鱼
这类营养丰富的食物，还会增
加喂食次数。

记者 史大玮

┬记者 史大玮

每到岁末，香港便是购物者的天堂，来到香港，购物血拼之
余，也要体验一下港式生活。说起香港游你最先想起的是什么？可
能是维多利亚港湾唯美浪漫的夜景；也有可能是高楼林立的时尚
购物中心；又或是充满童年回忆的迪士尼乐园。

但是如果之前来过香港，相信对这里大部分的景点也没有了新
鲜感。都说香港有千万面，如果你只看过众人传阅的那一面未免有
些太过单调了，其实在香港还有着许许多多小众的目的地是你不曾
见过的，那么不如趁着这次旅行潮流风再重游一次香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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