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导游游TToouurr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编辑：史大玮 美编：闫平28
金象山
冰雪嘉年华开始了

1月26日下午，2017年度沂蒙
山银座天蒙旅游区客户答谢会
暨2018年旅游产品推介会在费县
蓝海钧华酒店隆重召开。

本次以“砥砺奋进，再创辉
煌”为主题的答谢会旨在与沂蒙
山银座天蒙旅游区的合作伙伴
共同庆祝天蒙山取得的骄人成
绩，分享收获的喜悦。

据不完全统计，天蒙景区
2017年游客接待量超过100余万，
经营收入近亿元，成为临沂市
2017年度游客接待量最大、综合
收入最高的景区，凭借其超高人
气巩固了在沂蒙山旅游景区中
的龙头地位。

作为一个开园仅仅一年多
的新景区，2017年天蒙景区在整
个山东红色旅游乃至全国旅游
行业中，犹如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短短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山岳型景区旅游发展的奇迹，迅
速从旅游行业的“小白”成长为山
地旅游样板，成为山东游客周边
旅游最火的目的地之一；并获得
沂蒙党性教育基地、山东长寿生
态旅游基地、最受欢迎文化旅游
景区、中央电视台《魅力中国城》
节目重点合作景区等多个荣誉
称号。 记者 史大玮

┬┬记记者者 史史大大玮玮

随着春节的临近，你是否已
经安排好了出行计划？春节庙会
是每年春节年味最重的地方，与
家人一起前去祈福、看民俗表
演、赏花灯、品小吃，让您重拾年
味儿。记者提前走访几个即将举
办庙会的景区，提前给大家整理
一份攻略，祝大家新年快乐。

临沂
龙园新春庙会

让您重拾“年味儿”

逛庙会、赏花灯、观民俗、看
演出、品美食……这些唤起你童
年记忆的年味画面都将在今年的
临沂龙园新春庙会上演。1月27
日，记者在临沂龙园旅游区2018
新春庙会发布会上了解到，除了
传统的民俗项目外，龙园新春庙
会还新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
展演、大型实景演出等众多活动
内容，包括古代婚嫁场景重现在
内的一系列娱乐项目让您流连忘
返，可谓亮点频现，热闹非凡。

民俗表演，热闹非凡
作为临沂市旅游民俗系列

活动之一，临沂龙园新春庙会民
俗表演可谓精彩纷呈，亮点多

多，本届新春庙会传统的舞龙舞
狮、踩高跷、扭秧歌、划旱船等民
间绝活儿一一亮相。

非遗表演，视觉盛宴
庙会上的那些“稀罕”货，皮

影戏、拉洋片、三仙归洞、二鬼摔
跤等，看各路江湖豪杰为你演绎
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型实景演出，场面宏大
十里红妆、抛绣球招婿、古

城快闪秀、开城迎宾、祥龙战鼓、
傣族风情歌舞表演等大型实景
演出将在春节上演。即将到来的
2 0 1 8龙园庙会，推出古代小姐
“抛绣球招亲”等活动，只要您去
龙园一游，就有机会和古装小姐

“喜结良缘”。

烟台
毓璜顶庙会

更传统更新鲜成亮点

记者近日了解到，2018年毓
璜顶庙会时间已经敲定为2018
年2月20日至25日，农历正月初五
至初十，为期六天时间。

将举办非遗文化展览
与往年相比，本届毓璜顶庙

会加大安全保卫投入，确保在庙
会期间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一
个安全的游园环境，让市民欢乐
逛庙会、平安回到家。

据介绍，本届庙会突出发扬
传承传统非遗文化，举办非遗文
化展览，不仅有烟台当地非遗项

目参与，更积极与省内非遗项目
传承人联系，将非遗文化展览的
范围扩大至山东省范围。传统节
目演出更是将非遗演出列为重
中之重，海阳大秧歌、大杆号等
非遗类演出项目助阵庙会，营造
节日喜庆氛围。

沂蒙山
云蒙景区童趣卡通大庙会

妙趣横生亲子首选

2018年2月14日-2月22日沂
蒙山云蒙景区童趣卡通大庙会
精彩来袭，要说庙会上有什么传
统经典，舞狮、小吃那是不在话
下。更有各种新潮、可爱的节目
等着你！

会动的变形金刚
自打《变形金刚》上映以来，

威武霸气的汽车人成为无数人
心中的偶像，你见过会动的变形
金刚吗？就在这个春节庙会，大
黄蜂和威震天将会出现在蒙山，
不仅会动会说话，还会和你互动
打招呼。

会动的大黄蜂、妙趣横生的
卡通快闪、精彩大型的卡通表演、
夺人眼球的童年回忆、还有美味
的小吃琳琅满目的商品，为你带
来一场吃喝玩乐购超棒体验！

一场属于冬日的狂欢将全
面开启：金象山冰雪嘉年华1月
25日隆重开幕，本场狂欢将超
长待机至3月4日，大家将有充
足的时间亲身感受冰雪世界的
无穷魅力。

花样滑雪表演

冰雪嘉年华期间，金象山
滑雪场专业教练团队每天都会
带来精彩纷呈的花样滑雪表
演，让广大游客大饱眼福！

明星教练教学

羡慕别人滑雪时行云流水
般的动作和风驰电掣般的洒
脱？别着急，金象山专业教练团
队来教你。经验丰富的教练通
过耐心细致的教学，为你打造
高端个性滑雪教学享受！

冰雪嘉年华期间，金象山
雪地CS火力全开，火力压制、
相互配合、交替掩护，现实版速
度与激情在这里上演，用热血
对抗严寒，感受冰天雪地里的
乐趣与刺激！

赏梦幻冰雕

梦幻的金象山冰雕乐园深
得游客的喜爱，每一个冰雕形
象都经过精雕细琢，穿梭在冰
雕艺术间，一步一陶然；用冰雪
做成的滑梯，惊险有趣。前所未
有的“冰上体验”，让你的冬天
更加酣畅淋漓！

滑雪+1元即可购买金象山
冰雕乐园门票，金象山微商城
有售。 记者 史大玮

银座天蒙打造
最受欢迎山岳型景区春节逛庙会 重拾“新年味儿”

去体验不一样的春节
┬┬记记者者 史史大大玮玮

习惯了传统的春节，大年三
十一家人团团圆圆吃年夜饭、看
春晚，初一早上吃“钱饺子”，放
鞭炮、拜年，时间长了似乎像在
走流程。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与
土家族一起“赶年”、去腾冲火山
口泡温泉、去朱仙镇木版年画社
转转，在春节期间体验下别样的
新年。

◆湖北恩施◆

与土家族一起“赶年”

湖北省西南部的恩施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年轻的
自治州，那里是土家族同胞的聚
居地之一。恩施目前并不是广东
游客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但那里
有淳朴的民风，也有丰富的旅游
资源。

恩施土家族姑娘为远方客
人敬献美酒

在土家族，“赶年节”是最隆

重的传统节日，在时间上一般比
汉族新年提前一天，其中小月为
腊月二十八，大月为腊月二十九。
其实，在土家族地区，每进腊月，
过年的气氛便渐渐地浓了起来，
忙碌了一年的土家人从置办年货
开始，便将过年一步步地推向高
潮。杀年猪、做煻糁、推豆腐、打粑
粑、贴对联、置办团年饭菜等为过
年做准备的活动一件件地在土家
族聚居区被弄得红红火火。

春节看点
春节，最不能错过土家族的

“摆手舞”，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
期间，很多地方会跳摆手舞。认识
土家节日的同时，你还能见识到
精美绝伦的土家织锦西兰卡普，
及有中国南方杆栏式建筑风格的
经典土家吊脚楼。还可以游览展
示民族文化的恩施土司城，亚洲
第一洞利川“腾龙洞”，可与美国
科罗拉多大峡谷媲美的“恩施大
峡谷”，全国罕见、一线串珠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星斗山、七姊妹

山和国家森林公园坪坝营等。

◆云南腾冲◆

慢游慢赏泡温泉

位于云南西部边陲的腾冲，
接近中缅边境，拥有最丰富的火
山热海温泉，当地野生菌跟野生
茶都是难得的养生膳食。由于以
前到腾冲路况不好，只有特种游
游客才会前往，少有旅行团破
坏，因而那里至今仍然保持着最
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和云南其他景点一样，大多
游客都集中在夏、秋两季游览，
而泡火山地热温泉最佳季节的
冬季，反成了旅游淡季。春节出
游腾冲，可以避开“出游大军”，
一家大小泡火山温泉，游火山公
园，如果有兴趣更加可以前往边
境的瑞丽，感受异国风情。

春节看点
春节假期，你可以慢慢游

赏，领略腾冲神奇浪漫的景观。
位于县城西南20公里的热海温

泉是吸引人们前来的主要理由，
热海中最有名的是“大滚锅”，直
径 3米多，水深 1 . 5米，水温达
97℃，昼夜翻滚沸腾，四季热气
蒸腾，出产“云南十八怪”之一：
鸡蛋串着卖。

而在云南腾冲火山群国家
地质公园内，多座火山向游客展
示其独特的身姿，其中火山形态
保存有火山口(门票)、火山锥，感
兴趣的话，尝试一下坐在火山口
里的滋味。

◆河南朱仙镇◆

木版年画年味浓

崇拜岳飞的人都会知道有
一个古镇名字叫朱仙。朱仙镇在
哪里？就在开封市南20公里处。
岳飞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大败
金兵，取得震惊朝野的朱仙镇大
捷。因傍着贾鲁河，朱仙镇自唐
宋以来，一直是水路交通要道商
埠之地，因而得到迅速繁荣。

这里的街道不是很宽，走在
路上，两旁的建筑都隐约地透露
出昔日的辉煌，时过境迁，曾经
繁华的城镇如今已经略显衰败，
但也没有被现代工商业氛围改
变。这里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
是那传承千年的木板年画绝活。
春节不妨换个口味，来古镇看看
风格奔放粗犷的年画。
春节看点

来到朱仙镇，到木版年画社
转转自然少不了。进入大院，绿树
成荫，雕梁画栋，幽静的环境是制
作年画的首要条件。朱仙镇的年
画内容多以历史戏剧、演义小说、
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为主，并点缀
雅致的吉庆图案，色彩艳丽浑厚。
因为来源于乡土，盛行于民间，与
装裱画不同，它更为亲民。

镇上的清真寺也是著名景
点，修建于北宋，在全国百大清真
寺中，其建筑风格和装饰均属罕
见，据说，岳飞大战金兵时元帅府
就设在寺内。而岳飞在寺里乘凉
的槐树——— —— 被当地群众称为

“相思槐”，仍在寺里保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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