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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泉风景区

最佳赏花期：3月至4月
最佳赏花地：趵突泉南门玉

兰花、连翘花正在盛开，白雪楼、
尚志堂、思敏桥北绿地等处可赏
玉兰花。

大明湖老区大草坪、明湖
居、铁公祠、五龙潭临水区域、琵
琶桥东及沿河各点可赏迎春花。
五龙潭3月下旬将举行樱花节，

白、粉樱花满园芬芳，是济南市
区樱花栽种最多的景区。

千佛山景区

最佳赏花期：3月至4月中旬
最佳赏花地：东门、丁香路、绿

景缘周边迎春花已经盛开，桃园
内、文昌阁周边等山桃花也即将开
放。在千佛山景区里，3 月可赏迎春
花、玉兰花，4 月之后可赏桃花、连
翘花、樱花、丁香花、鸢尾花。

百花公园

最佳赏花期：3月至5月
最佳赏花地：拥有玉兰园、

碧桃园、美人梅园等各植物花卉
专列园，3 月份开始，迎春、连
翘、白玉兰、海棠、榆叶梅、美人
梅、碧桃、紫叶李、樱花、蔷薇、
牡丹、芍药、棣棠、马兰、鸢尾、
锦带次第开放。尤其是白玉兰盛
开时，很是浪漫。

泉城公园

最佳赏花期：3月至 4月中下旬
最佳赏花地：3 月北门玉兰

园内,可赏迎春花、玉兰花。4 月樱
花碧桃园内可赏樱花、碧桃，4 月
中下旬牡丹园内可赏牡丹、芍药。

英雄山

最佳赏花期：3月至4月底
最佳赏花地：时下的留春园、

赤霞广场、六里山、七里山内可
赏迎春花、山桃花、白玉兰。

花圃公园

最佳赏花期：3月中旬至4月下旬
最佳赏花地：园区北路玉兰

已竞相开放，紫荆、美人梅、樱
花、西府海棠等不同花期的花卉
也将次第开放，展区内将展出
高、中、低档时令花卉绿植，开展
免费咨询活动。

各各大大公公园园一一站站式式赏赏花花时时间间表表

□文/记者 高雯 图/记者 金灿

泉城春日的气息，随着梅花和迎春的绽放悄然而至。暖风和煦，正是踏春赏
花好时节，选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择一处春意盎然的花田，和家人一起远离城
市喧嚣，尽情释放身心。本报为大家倾心推荐济南近郊踏春赏花的好去处，快带
上家人，去寻找春姑娘的倩影。

□文/记者 高雯 图/记者 金灿

如果时间有限，不便于去城郊踏青赏花，济南城区内的各类公园景区里梅花、迎春、玉兰花也正在开
放。选择一个休闲的午后，去家旁边的景区内随手拍拍新发的柳叶和花朵，也不失为感受春意的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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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

最佳赏花期：3月
推荐赏花点：红叶谷景区
赏花特色：红叶谷为国家4A级旅游风景
区，阳春三月，景区内50万余棵腊梅、杏
梅、红梅等梅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
票价：80元/人
寻花线路：景区位于济南市历城区锦绣
川乡南部山区，可在济南市区乘坐65路
公交至红叶谷站。
咨询电话：0531-82818666

迎春花

最佳赏花期：3月中旬至5月上旬
推荐赏花点：水帘峡风景区
赏花特色：江北最大的迎春花观赏基
地，游客在赏花游玩的同时，还可以挖
野菜、荡秋千、放风筝等。该景区为国家
4A级旅游区，被誉为泉城原始植被保存
最好的原生态风景区。
票价：90元/人
寻花线路：景区位于济南南部山区柳埠
镇，可在济南市区乘坐88、65、67路至仲
宫，换乘812路直达景区。
咨询电话：0531-82772888

杏花

最佳赏花期：3月下旬
推荐赏花点1：洼李古杏林
赏花特色：位于商河县怀仁镇的洼李古
杏林，保存有古杏树近300亩，树龄有二
三百年，每年3月下旬，盛开的杏花美不
胜收，浪漫的粉色铺满整片杏林。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洼李古杏林位于济南市商河
县洼李富民路怀仁政府南侧，建议市民
自驾前往。
咨询电话：13678803697

推荐赏花点 2：张夏黄家峪万亩杏园、五
峰山明陵杏园、灵岩林场杏园。
赏花特色：张夏镇素有“中国玉杏第一
镇”的美誉，这里的杏花盛开早，是济南
新春第一游的首选之地，观赏杏花的同
时还可徒步、登山、垂钓休闲。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万亩杏园位于济南市长清区
境内的张夏镇、五峰山镇内，建议市民
自驾前往，可沿国道104在张夏莲台山路
口前往万亩杏园；沿国道104在崮云湖崮
五路路口经五峰山景区南行500米到达
明陵杏园。
咨询电话：0531-87233978

桃花

最佳赏花期：3月下旬至4月
推荐赏花点1：彩石桃园
赏花特色：历城区彩石镇青龙峪村的

“桃花节”远近闻名，“以花为媒，以节会
友”，方不辜负四月暖阳和满目春光，市
民在赏花之余，还可品尝香椿芽、野菜
豆腐、桃花饼、炖柴鸡等乡野美食。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自驾游可从济南市沿经十路
向东至教育城南行，沿彩西路向南可依
次饱览彩石镇境内狼猫山水库、潘河崖
水库、虎门空心山、青龙峪桃花等景观。
公交出行可从燕山立交桥乘公交303路
到虎门终点站下车，东行500余米即可到
达彩石镇青龙峪赏花区。

推荐赏花点2：仲宫万亩桃园
赏花特色：4月前后桃花盛开，万亩桃林
浪漫无比、芳香四溢。这里每年都会举
办桃花节，期间可免费入园赏桃花。桃
园东临是波罗峪旅游度假村，度假村里
设有真人 CS，自助烧烤等项目。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万亩桃园位于历城区仲宫镇
东泉泸村，自驾可沿 103 省道前往波罗
峪景区，在路口处左拐再走三四公里。
咨询电话：15753173188

推荐赏花点3：长清马山景区
赏花特色：每年4月，马山脚下的万亩桃
花相继开放，放眼望去，缀满桃花的枝
条千姿百态、婀娜多姿。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自驾可沿经十西路到 104 省
道一路向南，到达长清区马山镇北李、
马东、大元等村。
咨询电话：0531-87233978

樱花

最佳赏花期：3月底至4月初
推荐赏花点：平阴洪范池镇
赏花特点：平阴县洪范池镇白雁泉村、
长尾崖村拥有千余亩樱花，3月可赏花，5
月份可采摘樱桃。洪范池镇被誉为齐鲁
泉乡，可游览济南72名泉当中的洪范池、
书院泉、日月泉、扈泉，体验齐鲁泉乡

魅力。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距离济南市区约120公里，建
议自驾市民沿济广高速到达平阴县洪
范池镇。
咨询电话：0531-87676716

梨花

最佳赏花期：4月上旬至中旬
推荐赏花点1：商河县殷巷镇李桂芬百年
梨园
赏花特色：李桂芬村地处大沙河沿岸，
风景秀丽，御果贡梨园总面积300亩，是
三百年的老梨园，每年春风中白里透红
的梨花成为摄影爱好者争相抢拍的“宠
儿”。
票价：免费
寻花路线：百年梨园位于商河县殷巷镇
李桂芬村，建议自驾前往，自济南黄河
大桥向北到达商河县城，继续北行约13
公里。
咨询电话：15854100031

推荐赏花点 2：济阳胜源梨园
赏花特色：胜源有机梨园是一个集种
植、休闲、观光、采摘、垂钓于一体的综
合性农业示范园，总占地面积 1000 多亩,
梨树 11 万株，是全国最大的有机梨园。
票价：免费
寻花路线：胜源梨园位于济阳县垛石
镇，建议自驾前往，沿济南绕城高速G2
北行至S249交叉口，右转至垛石镇。

海棠花

最佳赏花期：4 月中旬至 5 月
推荐赏花点：圣母山海棠园
赏花特色：海棠园是全国 3A 级旅游景
区，占地 1100 多亩，种植海棠 15 万株。
在赏花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参与品酒、
摄影、写生、游览胡庄教堂等活动。

票价：30元/人
寻花路线：圣母山海棠园位
于平阴县榆山街道胡庄

村，建议自驾前往，沿济广高速
向西南行驶约70公里，距平
阴玫瑰镇约8公里。
咨询电话：0531-87889924

油菜花

最佳赏花期：4月至5
月上旬
推荐赏花点1：双泉
万亩油菜花基地
赏花特色：长清区双泉镇
的万亩油菜花有着“江北婺
源”之称。每逢油菜花开的时节，
双泉镇的沿路梯田如链似带，从山脚
盘绕到山顶，很是壮观。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 :长清区双泉万亩油菜花基地
距离济南市区约70公里，市民可自驾前
往，也可在堤口路乘坐济南至双泉的公
交专线直接到双泉油菜花基地下车。
咨询电话：0531-87233978

推荐赏花点2：平阴李沟村
赏花特色：李沟村保存有完好的古村
落、古建筑、古桥、古树、古井等文化遗
产。清明节前后，万亩油菜花盛开，满山
金黄，如游画中。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李沟村位于平阴县，建议自
驾前往，沿济广高速向西南方向行驶约
80公里可到达李沟村。
咨询电话：0531-87745896

郁金香

最佳赏花期：4月至5月
推荐赏花点：红叶谷景区
赏花特色：红叶谷景区内栽植有50余种、
百万余株荷兰血统的郁金香，每年5月前
后会举办“郁金香花节”。
公交路线：可在济南市区乘坐65路公交
至红叶谷站。
咨询电话：0531-82818666

玫瑰

最佳赏花期：4月下旬至5月
推荐赏花点1：平阴玫瑰镇
赏花特色：平阴玫瑰镇被称
为中国玫瑰之乡，每年5月前
后，万亩玫瑰竞相开放，芳香
怡人。游客欣赏玫瑰的同时还可
品尝玫瑰宴，购买玫瑰阿胶制品。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玫瑰镇位于济南市平阴县西
南部，距离济南市区约100公里，建议市
民自驾前往。
咨询电话：0531-87685154

推荐赏花点2：金箭山森林公园
赏花特色：该森林公园拥有百余种世
界稀有玫瑰品种，种植面积二百余亩
以上，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品种最
全的玫瑰种植繁育基地。此外，金箭
山森林公园也是观赏牡丹培养基地，
有红、绿、黑、黄、白等各色高端品种
的牡丹花。
票价：免费
寻花线路：金箭山森林公园位于长清区
文昌街道，距离济南市区 50 公里左右，
市民可自驾前往，也可乘坐公交车
k301 路转长清 k102 路北线，在山峪
村路口站下车。
咨询电话：13356690639

(因花期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较大，本推
荐所提供的赏花期为大致时间，详尽事
宜可拨打咨询电话)

大明湖畔的迎春花和远处

的超然楼相映成趣。

趵突泉公园一角，

玉兰花含苞待放。

爷爷和孙子在趵突泉公

园，一边逗趣，一边赏花。

初春的趵突泉公园里，梅花悄然绽放。

不少摄影爱好者到景区里拍摄

梅花。
正在开放的腊梅让游客停下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来。

解放阁脚下，

迎春花开得正当时。
泉城公园里，刚淋过小雨

的天竹闪闪发光。 大明湖畔的灌木丛已经绿意盎然。

黑黑虎虎泉泉边边，，桃桃花花才才露露一一点点红红，，

恰恰似似舒舒展展身身姿姿的的娇娇俏俏少少女女。。

收收好好这这份份济济南南踏踏春春攻攻略略

城城郊郊赏赏花花，，现现在在出出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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