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导游游TToouurr 2018年3月2日 星期五 编辑：史大玮 美编：顾佳泉28

2月24日上午，2018年山东(商
河)秧歌文化旅游节在商河县秧
歌古村盛大开幕。本次活动以

“筑梦温泉花乡，尽享秧歌文化”
为主题，旨在推动文化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进一步打响商河乡村
旅游节事活动品牌。

商河鼓子秧歌、胶州秧歌、
海阳秧歌这三大山东秧歌首次
同时聚首商河，成为本次活动的
一大亮点。本届秧歌文化旅游节
将从正月初九持续到正月十三。
其间，将举办山东三大秧歌汇报
演出、秧歌文化研讨会、青少年
鼓子秧歌演出，“谁是秧歌王”技
能大赛汇报演出、全县优秀秧歌
队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游
客奉上一场精彩的秧歌盛宴。活
动当天，精彩纷呈的秧歌表演吸
引周边游客近5000人次。

记者 史大玮

山东三大秧歌
首次齐聚商河

这个国家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祈福声声，

做一枚正能量的佛系少年

千佛山风景名胜区3月2日
至4日(元宵节至正月十六)上午

举办“击鼓咏灯闹元宵、欢乐团
员一家亲”活动。

府学文庙2月18日至3月2日
(正月初三至元宵节)举办“中国古
代清官及家风家训”和“党和国家
第一代领导人廉政”图片展。

芙蓉街关帝庙3月2日(元宵
节)举办“元宵节送元宵”活动。

红叶谷生态文化旅游区3月2
日(元宵节)举办喜迎元宵节活动，
书画苑内举办花展、书画展，游客
可以猜灯谜、赏花灯、品春联。

不放鞭炮照样年味满满，

为新民俗狂打call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2月16日
至3月9日(正月初一至廿二)在趵
突泉公园内举办第三十九届趵
突泉迎春花灯会，本次灯会共有
60组灯，分为“戌岁腾欢”、“泉城
光影”“游乐良宵”、“泺上星辉”
四个区域。

明府城百花洲3月1日至4日
(正月十四至十七)举办静态主题
花灯展、互动灯谜会、喜乐会等
活动。

方特东方神画将于2月16日
至3月4日(正月初一至十七)举办

“方特中国年，新春合家欢”活动
和新春灯会。游客既能欣赏美轮
美奂的花灯，观看火花钢龙、舞
龙舞狮等民俗表演，又能品尝地
道小吃美食，体验各种精彩项
目。日场票特惠价：①合家欢套
票480元(两成人一儿童)；②成人

票190元/人；儿童票130元/人(高
铁返乡特惠)。夜场票特惠价：合
家欢套票260元(两成人一儿童)。

山东省博物馆即日起至3月
4日举办吴卿金雕木刻精品展；
即日起至3月26日举办中国简帛
文化展。

山东省美术馆即日起至3月
下旬举办“迎新春馆藏花鸟题材
绘画精品展”、“时代叙事——— 山
东美术馆年度典藏精品展”等四
场展览。

济南市文化馆即日起至3月
底举办济南春节民俗展。

九顶塔中华民族欢乐园3月2
日(元宵节)举办闹元宵活动，送元
宵、玩滑雪、赏民俗、看秧歌、猜灯
谜精彩纷呈；凡在元宵节当天来
九顶塔的游客，即可免费品尝少
数民族兄弟姐妹亲手煮的热汤
元，观看大型的少数民族歌舞演
出等节目还可以享受元宵节滑雪
的超低价。游园票价80元。

百脉泉公园即日起至3月16日
(正月二十九)将举办百脉泉灯会。

济南植物园即日起至3月1
日举办“竹子科普展”，门票网购
价27元/人。

长清区园博园欢乐世界将
于2月16日至3月8日(正月初一至
廿一)举办2018年济南首届祈庙
集新春大庙会暨第四届园博园
迎春灯会。门票30元/人。

长清区双泉镇将于元宵节
期间在双泉广场组织民俗活动，

有端花灯、打花棍、舞龙舞狮，旱
船表演等，所有活动免费参观。

济阳田园牧歌园区(农业示
范园北园)即日起至3月3日(正月
十六)组织田园牧歌灯光秀，以室
内灯光秀为主，邀请著名演艺公
司以及各大艺术团体为大家带
来震撼的舞台表演，同时举办首
届相亲大会和第二届海峡两岸
花卉展。

济阳清宁书院将于2月8日
至3月3日(小年正月十六)举行书
画剪纸作品展、书画创作展、村
史记忆展。

温泉滑雪，

告别油腻，瘦出人鱼线。

商河温泉基地即日起至3月
8日组织开展自驾温泉节，活动
期间每周二为温泉特价日，自驾
温泉节授权单位的自驾车主驾
免费，随车宾客享受优惠。秧歌
古村现场购票60元/位。

海棠湾温泉主打康养品牌，
推出四大功能浴：藏浴、法国魔
浴、蓝氧细胞浴、蓝氧水疗免疫
区。优惠价118元(原价198元)。

金象山滑雪场即日起至3月4
日举办金象山冰雪嘉年华活动。
高端滑雪加七大特色娱乐活动火
热开启：花样滑雪表演、明星教练
组织教学、雪地CS激战、赏梦幻
冰雕、雪地趣味寻宝、雪地拔河比
赛，还有幸运抽奖。通过金象山微
商城购票享受特惠优惠。

抓住春节最后一波狂欢
济南元宵节狂欢游

┬┬记记者者 史史大大玮玮

这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
焰，“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
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很多是
从三毛的书里认识撒哈拉，认识
摩洛哥，那个浪漫又多情的多彩
的国家，一半是是海水，一半是
火焰。以前是我们国家文青们爱
去的小众旅游地，自打摩洛哥免
签后，去旅游的中国人才慢慢变
多。本期“每周一逛”带大家走进
摩洛哥。

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最大
的交通枢纽中心，很多旅客都把
这里当做中转站，如果你因为这
样匆匆一瞥，却不好好看看这座
白色之城，就真的太可惜了。来
这里你一定不能错过哈桑二世
清真寺，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富丽
堂皇，更让人震撼的是它有一半
建造在大海之上，远远望去，仿
佛漂浮在大西洋之上。

哈桑二世清真寺非穆斯林
游客的参观时间是下

午2点，请看好时
间 ，切 勿 错

过。景点

推荐：哈桑二世清真寺，里克咖啡
馆，犹太博物馆。

马拉喀什

四大皇城之一的红城马拉喀
什，满城都是砖红色的建筑，红如
火焰。马拉喀什的旧城区才是这里
的精髓所在，数不清的羊肠小道，
如迷宫一般，让你晕头转向，那种
无比复古怀旧的感觉，又让人回味
无穷。落日余晖下的杰马夫纳广场
充满了浓浓的阿拉伯风格，人声鼎
沸，热闹非凡，这时你需要来一杯
阿拉伯风味的薄荷茶。

当地人主动要帮你找路，请
拒绝，因为他们会问你要小费，记
住你有谷歌地图就足够了！景点
推荐：库图比亚清真寺，杰马。

撒哈拉沙漠

“沙本是最无依无著之物，
安定流浪听凭风停风起。而沙漠
收容他们。它是诚实的，它不虚
荣。它不用妳精緻，不用你化妆，
不用你给予，只要你心安。”这是
三毛眼里的撒哈拉沙漠，而我们
骑着骆驼穿越撒哈拉，爱上星空
与红沙的相遇。

沙漠交通不便，建议拼车，
包车，或者订一个当地沙漠团
(路线马拉喀什进，非斯出)。景点
推荐：阿本哈度村，瓦尔扎扎特，
伊弗兰小镇，阿特拉斯山。

非斯

摩洛哥最老的皇城，历史、

文化和手工业传承是非斯的旅
游特色。

而最有名的就是皮革制品，
它的制作方式还沿用着古老的皮
革技术，每一道制作工序至今还
严格地按照传统工艺进行，因此
很多人到非斯必去的景点就是皮
革染坊，尽管只能在楼顶上远观，
尽管味道十分刺鼻。

比起其它古城，这里十八弯
的小巷更多，弯弯绕绕的小巷非
常多，非常容易迷路。景点推荐：
皮革染坊，卡鲁因清真寺，非斯
皇宫，古兰经学院。

拉巴特

摩洛哥的首都，四大皇城之
一，同卡萨布兰卡一样，拉巴特分
布在大西洋东岸的海岸线上，蜿
蜒绵长的海岸线，蔚蓝的天空，金
黄色的城墙，街边的围墙上开满
了鲜花，一切都充满了浓郁的阿
拉伯风情。《谍中谍5》取景地就在
拉巴特的乌达雅城堡哦。

景点推荐：拉巴特王宫，穆
罕默德五世墓，乌达雅城堡，舍
拉废墟，哈桑塔。

出前准备：
1、签证：免签，入境时盖章就

可以。2、官方语言为法语，阿拉伯
语。3、货币：100人民币≈54迪拉
姆。4、消费水平：和国内差不多，
注意买东西要还价，你懂的，商贩
都喜欢漫天要价。5、出租车：摩洛
哥的出租车很少打表，坐车要慎
重，的哥也会乱喊价。

┬记者 史大玮

正月十五俗称元宵节，传统
习俗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
灯谜、共吃元宵、拉兔子灯等。在
济南，你可以去方特东方神话观
看火花钢龙、舞龙舞狮等民俗表
演，可以去趵突泉公园赏花灯，
可以到山东省美术馆欣赏书画
展，也可以驱车去商河温泉泡温
泉。抓住春节最后一波狂欢，一
起闹元宵吧。

不知不觉间，春节已经过
去一大半了，俗话说不出十五
还是年，抓住春节的尾巴，来龙
园闹元宵。在龙园，除了白天逛
庙会，晚上怎少得了热闹的元
宵灯会。赏花灯、看演出、品美
食、猜灯谜中大奖，还有万元微
信红包等你抢。

双龙戏珠、童子送福、松鹤
延年等众多主题的灯廊、灯柱、
灯雕画廊将打造一场不夜的七
彩灯会。届时，园区将成为流光
溢彩、奇幻曼妙的彩灯世界。

还记得去年龙园元宵节的
热闹场面吗？你在龙园猜对了多
少灯谜？据说不猜一次灯谜，就
不算过了一个完整的元宵节。

记者 史大玮

去临沂龙园闹元宵
赏花灯看演出

当“齐国故都”
邂逅“灵动泉城”

2月27日，依旧沉浸在节日
的欢乐和喜庆之中的泉城济
南，收到了一份来自淄博的新
春贺礼——— 2018年淄博旅游首
场推介会在济南富力凯悦大酒
店举办。

推介会上，除了传统的播
放旅游宣传片、PPT推介、发放
宣传资料、业务洽谈等形式，还
在活动现场安排了模特着陶琉
服装展示陶琉文化、特色文艺
节目《说聊斋》等节目。

一个又一个独具淄博特色
的活动，也凭借其独特的亮点，
展现着淄博一流的旅游环境，体
现着淄博欢迎八方来客的热情
好客之风，让更多济南市民了解
淄博、走进淄博、乐游淄博。

推介会现场，淄博市旅发
委携各区县旅游局共同举办企
鹅号、头条号、搜狐号、网易号、
百家号、一点资讯号新媒体矩
阵上线仪式，借大型新媒体平
台对淄博旅游进行宣传推广。

记者 史大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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