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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野发红利
惠民新春游

据了解，春节将近，泰安方
特欢乐世界打造全国首届熊出
没主题新春花灯会，匠心独特
高人一“灯”。本次熊出没主题
新春花灯会，来自四川自贡的
顶级花灯设计师将熊出没主题
IP与传统花灯相结合，源自法
国里昂灯光节的设计理念，50
大灯组打造四大主题花灯区域
呈现震撼视听。

如梦似幻的“海螺湾”、8分
钟环游世界的“飞越极限”、全新
打造的“熊出没脱口秀”项目带
领游客体验欢乐之旅。

春节期间，各种演艺丰富多
彩。熊熊送福开门红、强哥送

“钱”、熊大送“福”、熊熊快闪团
以及熊熊喜乐会打造新春狂欢
娱乐巅峰。同时，泰安方特诚邀
游客点睛粤狮获新春祝福，财神
抓钱机游戏祝福游客富贵吉祥，
独具特色的大骰子、巨型筷子、
巨型元宵带给游客“巨型欢乐”。

2月16日-3月4日泰安方特
熊出没主题花灯夜场嗨爆新
年，白天玩项目，晚上看花灯，
精彩新春演艺欢乐闹春。夜场
门票钜惠，花灯会夜场每人仅
需 1 2 0 元 ，狗 年 闹 春 捷 足 先

“灯”。 记者 史大玮

全国首届熊出没灯会
落户泰安方特

过过了了腊腊八八节节 赏赏冬冬日日泉泉与与梅梅

转眼寒假将至，新春来临，
在此欢乐的节日里，济南野生
动物世界推出了以“春节感恩
游济野，父母子女合家欢”为主
题的一系列丰富有趣的游园活
动，为市民游客创造一个阖家
欢乐，共度假期的好去处。

新年新气象，济南野生动
物世界特在年终之际推出“春
节抢购”活动，仅需59 . 9元，即
可与200余种3000头(只)野生动
物一起过大年。春节特惠票需
在1月24-26日，2月7-9日6天时
间内在各大团购网站或景区官
方平台抢购，各时段推出特惠
票各5000张，具体使用时间为2
月14日-2月21日(腊月二十九-
正月初六)。虽然票价优惠，但
是游览项目丝毫不打折扣，一
次购票可免费乘坐小火车与散
养温顺的小羊驼、呆萌的骆驼
来次亲密接触，还能欣赏精彩
绝伦的马戏表演、活泼逗趣的
鹦鹉才艺展示，59 . 9元即可获
得超值体验。

据了解，2月1日至2月28
日，只要在景区正门前晒一家
人合影并发送至微博或朋友
圈，即可享受购买一张160元
全价票，免费携带两名50岁(含
50岁)以上的亲人入园的优惠，
这个春节，带父母一同来济南
野生动物世界找回童年的温
馨回忆。

今年春节，济南野生动物
世界格外不同，有萌团子“娅
双”、“二喜”陪游客过大年，这
也是两只国宝在北方度过的第
一个新年。 记者 史大玮

济南旅游饭店行业
服务技能大赛闭幕

1月18日上午，在泉城大酒
店，济南市第三届旅游饭店行业
服务技能大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举行。经前期遴选，全市16家参赛
单位，100多名选手参加了大赛，
角逐出了各个单项一二三等奖、
优秀奖，以及突出贡献奖等，展示
了我市旅游饭店从业人员的服务
技术、服务水准和服务风采。

本次大赛主办单位为济南
市旅游协会，承办单位为济南市
旅游饭店行业协会。这是旅游饭
店行业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积极参与全市四个中心建
设，大力实施城市“旅游天际线”
工程，进一步擦亮窗口行业开展
的系列争先创优的重要环节，也
是山东省饭店服务品质提升技
能大赛的一部分。

大赛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
竞赛提升我市旅游饭店从业人
员的服务技能和品质，促进行业
内的相互交流，推进国际化服务
水平。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选拔后会有一系列宣传和培
训，要建立品牌人才的孕育平
台，打造人才品牌，增强人才对
行业的归属感，也逐步锻造行业
工匠精神，引领行业发展。

记者 史大玮

┬┬记记者者 史史大大玮玮

漠河县位于大兴安岭北
麓，黑龙江上游南岸，中国版图
的最北端，是中国纬度最高的
县。漠河县所辖旅游景点北极
村是中国最北部的村镇，是中
国境内唯一可观赏到北极光和
极 昼 现 象 的 地 方 。中 俄 界
河——— 黑龙江，源于漠河，江水
晶莹，曲折而下，两岸风光绚
丽，景色秀美。境内原始森林繁
茂葱郁，可探险、狩猎、篝火野
宿。雅克萨古战场等明、清、民
国时期的古迹遗址景点众多，
近年又开通了对俄过境游，更
增添了来此旅游的乐趣。

去北极村探北

或许还能看到北极光

北极村是漠河旅游的重中
之重，站在北极村面朝南方，你
的面前将是整个祖国。如果要
说中国哪里最有可能看到北极
光，那一定是北极村。北极村景
区内有最北邮局、最北哨所、最
北界碑、北极点等众多“北”向
的主题目的地，由于漠河路途
遥远，这些热门的打卡圣地的
意义就更加非凡了。要是每年

夏至前后来到北极村，看见北
极光的可能性会更大，此外极
昼这种自然现象也会给你独特
的北极感受。

雪糕放在路边敞开卖

尝尝童年的滋味

漠河由于地理原因，冬日格
外寒冷，所以在东北的餐馆点饮
料会遇到服务生这么问你“要冰
冻还是常温的”，有经验的话就
得要冰冻的。东北地区卖雪糕的
小贩都会把箱子直接放在室外，
品种多的话一字排开敞开卖，在
足够寒冷的漠河就更常见了，除
了买一支雪糕看看能不能吃到
小时候的味道，还可以在路边买
到冻柿子和其他冰冻的水果，都

可以买一点尝尝。

在漠河供销社穿越

回三十年前的旧时光

提到“供销社”估计很多人
都会联想到过去几十年的中国
旧时光，这种形式的商铺随着快
速的发展已经难觅踪迹了，但是
它依然留在很多从那个物资不
充裕年代走过来的人的记忆中，
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已经对供销
社没有概念了。在漠河还保留了
一家原汁原味的漠河供销社，走
进去之后那些绿色木质货柜和
墙上的手绘广告招贴画应该会
让你穿越回去。现在的漠河供销
社依然按照当时的摆设售卖着
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漠河北极村的探北之旅

┬┬记记者者 史史大大玮玮

““腊腊八八到到，，蜡蜡梅梅俏俏””，，人人们们常常
说说的的““冬冬梅梅””““寒寒客客””，，都都是是指指蜡蜡
梅梅。。蜡蜡梅梅成成株株能能耐耐零零下下11 55度度低低
温温，，傲傲雪雪开开放放，，比比起起早早春春的的梅梅花花，，
它它在在寒寒风风冬冬雪雪中中更更是是傲傲骨骨铮铮铮铮。。
在在济济南南的的各各个个公公园园开开始始能能看看到到
蜡蜡梅梅花花的的身身影影了了，，花花黄黄如如蜡蜡、、花花
香香四四溢溢。。

小科普：蜡梅和梅花的区别

蜡蜡梅梅为为蜡蜡梅梅科科蜡蜡梅梅属属，，而而梅梅
花花则则为为蔷蔷薇薇科科李李杏杏属属，，两两者者既既不不
同同科科也也不不同同属属，，只只因因两两者者都都有有一一
个个““梅梅””字字，，都都是是先先开开花花后后长长叶叶，，
又又都都具具有有芳芳香香气气，，且且都都为为冬冬春春季季
开开花花，，所所以以不不少少人人常常常常误误认认为为是是
同同种种。。蜡蜡梅梅大大规规模模开开放放一一般般在在每每
年年1122月月左左右右，，颜颜色色以以蜡蜡黄黄为为主主；；
梅梅花花则则是是蔷蔷薇薇科科李李属属，，相相较较之之蜡蜡
梅梅要要晚晚两两个个月月才才开开放放。。梅梅花花有有
白白、、粉粉红红、、紫紫红红等等色色，，香香味味属属于于暗暗
香香。。蜡蜡梅梅只只有有黄黄色色和和直直枝枝，，梅梅花花
颜颜色色多多，，除除有有直直枝枝外外还还有有垂垂枝枝。。

趵突泉景区

趵趵突突泉泉公公园园内内的的蜡蜡梅梅十十分分
有有名名，，其其中中以以沧沧园园最最为为集集中中，，在在
泺泺源源堂堂、、娥娥英英祠祠东东侧侧附附近近也也有有几几
株株，，绽绽放放出出暖暖暖暖的的黄黄色色。。

趵趵突突泉泉畔畔的的蜡蜡梅梅花花香香扑扑鼻鼻
而而来来，，有有的的含含苞苞待待放放，，有有的的已已经经
盛盛开开，，发发出出沁沁人人心心脾脾的的清清香香，，赏赏
蜡蜡梅梅正正当当时时。。

地地址址：：济济南南市市历历下下区区趵趵突突泉泉
南南路路11号号。。

交交通通：：11路路、、55路路、、110011路路、、110044
路路、、kk110099路路、、kk5599路路。。

景景区区电电话话：：00553311--8866992200668800。。
赏赏花花位位置置：：沧沧园园内内、、趵趵突突泉泉

娥娥英英祠祠东东。。

大明湖景区

大大明明湖湖公公园园素素以以““四四面面荷荷花花

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著
称，在“沧浪荷韵”亭对面的树
丛中，几棵蜡梅树上鹅黄的蜡
梅绽放，这些蜡梅留住了不少
游客的身影。金黄色的蜡梅花
配上瓦蓝蓝的天空，格外明丽
芬芳。大明湖的蜡梅花是时下
不容错过的好景致。

地地址址：：济济南南市市历历下下区区大大明明湖湖
路路227733号号。。

交通：①乘122路;14路;30路;
31路;36路;41路;46路;83路至大明
湖东门下车。②乘11路;41路;66路;
k109路;k54路;k54路内环;k54路外
环;k91路;k95路;k98路;游777路至
大明湖西南门下车。

景景区区电电话话：：00553311--8866008888994455。。
赏花位置：大明湖北极阁东

侧、大明湖藕神祠内。

千佛山景区

千千佛佛山山景景区区的的蜡蜡梅梅刚刚刚刚开开
始始绽绽放放，，现现在在开开的的是是狗狗牙牙蜡蜡梅梅，，
数数量量还还不不是是很很多多。。往往年年到到盛盛花花期期

时，蜡梅园里五百余株蜡梅每天
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徜徉在园中，
或赏花闻香，或拍照留影，欢笑
声、赞美声不绝于耳，纷纷陶醉
于美景之中。

地地址址：：济济南南市市历历下下区区经经十十一一
路路1188号号。。

交交通通：：乘乘111155路路 ;;111177路路 ;;1166路路 ;;22
路路;;4488路路;;6622路路;;6655路路;;bbrrtt33路路;;kk113399路路;;
kk117711路路;;kk330011路路;;kk5511路路;;kk5566路路;;kk6688路路;;
kk9933路路至至千千佛佛山山下下车车。。

景景区区电电话话：：00553311--8822666622334400。。
赏赏花花位位置置：：千千佛佛山山东东麓麓紧紧靠靠

环环山山公公路路的的““蜡蜡梅梅园园””。。

红叶谷景区

济济南南红红叶叶谷谷景景区区的的蜡蜡梅梅陆陆
续续开开了了，，阵阵阵阵花花香香，，让让人人心心旷旷神神
怡怡，，想想赏赏花花的的朋朋友友，，可可以以到到红红叶叶
谷谷探探寻寻芳芳容容。。

地地址址：：济济南南市市历历城城区区仲仲宫宫镇镇
锦锦绣绣川川水水库库南南三三公公里里。。

交交通通：：市市内内公公交交6655路路公公交交车车，，
在在红红叶叶谷谷站站下下车车即即到到。。

景景区区电电话话：：00553311--8822881188666666。。
赏赏花花位位置置：：红红叶叶谷谷梅梅园园。。

泉城公园

泉泉城城公公园园的的狗狗牙牙蜡蜡梅梅1111月月
初初已已经经盛盛开开，，目目前前花花期期已已过过。。其其
他他蜡蜡梅梅刚刚开开始始冒冒花花骨骨朵朵，，离离盛盛开开
期期还还有有些些时时日日，，心心急急的的游游客客可可以以
随随时时致致电电景景区区询询问问蜡蜡梅梅花花期期。。

地地址址：：济济南南市市历历下下区区舜舜耕耕
路路。。

交交通通：：3399路路；；4488路路；；6666路路；；8855
路路；；111100路路；；115522路路；；kk110000路路，，泉泉城城公公
园园站站下下车车。。

景景区区电电话话：：00553311--8811775500001166，，
8811775500002255。。

赏赏花花位位置置：：泉泉城城公公园园北北门门东东
侧侧湖湖边边。。

百花公园

济济南南的的百百花花公公园园内内也也有有蜡蜡
梅梅，，虽虽规规模模与与数数量量上上无无法法与与千千佛佛
山山、、泉泉城城公公园园等等相相较较，，但但其其盛盛开开
时时黄黄黄黄的的小小花花星星星星点点点点，，傲傲立立枝枝
头头，，也也煞煞是是好好看看。。目目前前还还没没完完全全
绽绽放放。。

地地址址：：济济南南市市历历城城区区闵闵子子骞骞
路路1100号号。。

交交通通：：①①百百花花公公园园东东门门站站：：
4466路路、、7700路路、、kk9933路路。。

②②百百花花公公园园西西门门站站：：3377路路、、
7755路路、、111100路路、、kk110077路路、、kk5555路路。。

景景区区电电话话：：00553311--8888990044998800。。
赏赏花花位位置置：：自自西西门门进进南南行行不不

远远即即是是，，东东门门进进门门处处也也有有几几株株。。
在在泉泉城城的的冬冬日日，，趵趵突突泉泉景景

区区、、大大明明湖湖景景区区、、千千佛佛山山风风景景区区、、
泉泉城城公公园园、、百百花花公公园园都都是是观观赏赏梅梅
花花的的好好去去处处。。尤尤其其是是在在济济南南特特色色
的的泉泉水水公公园园，，那那蜡蜡梅梅花花与与泉泉水水、、
垂垂柳柳、、古古建建相相依依，，组组合合成成的的画画面面
令令人人沉沉醉醉。。

爱爱梅梅、、赏赏梅梅是是国国人人冬冬季季的的雅雅
趣趣之之一一，，有有时时间间不不妨妨前前往往寻寻赏赏一一
番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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