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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博物院开工
单霁翔参与设计

新西兰南岛 皇后镇

在“女王的后花园”享受极限运动体验

“泉巷”助你玩转
济南老胡同

3月4日上午，历下区泉城
路街道召开智慧旅游品牌“泉
巷”发布会，并对辖区导视系统
进行更新。据介绍，“泉巷”品牌
包括泉巷小程序及APP、泉巷
吉祥物“汩汩”、“潺潺”和相关
文创产品等。

泉城路街道地处济南老城
区，辖区内汇集了众多的文化资
源，是济南文化旅游的重要承载
地。为进一步展现老城区的文化
内涵、文化形象，泉城路街道充
分挖掘了老城区有形的历史遗
产和无形的文化资源，对辖区导
视系统进行了全新升级。

新的导视系统根据老城区
特有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气息，
让导视与建筑融为一体，在设
计制作上加入了腐蚀做旧的处
理工艺；设计上融入柳叶、水滴
造型，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
杨”的老济南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游客只需
打开微信，扫描导视牌上该景
点的专属二维码，就可以与“泉
巷”小程序无缝衔接。游客可以
通过查看该景点的相关介绍，

“自制”游玩路线，从而形成线
上线下结合的文化体验，为传
统景区注入新鲜血液。而“泉
巷”APP的开发则更多地体现
了“互动”的特色。

记者 史大玮

皇后镇是一个享誉全球的
旅游胜地，它被淘金者们称为

“维多利亚女王的皇家后院”，因
其景致精美秀丽，如同皇室般高
贵华丽；它被探险者们称为“冒
险家的乐园”，在这片湖光山色
间，上天入海全部成为可能；它
被新娘们称为“蜜月天堂”，冰河
婚礼、湖畔婚礼、热气球婚礼、蹦
极婚礼，为浪漫赋予了无限可
能；它被魔戒迷们称为“现实中
土世界”，众多取景地等待粉丝
们的探寻。

皇后镇依山傍水，拥有如画
般纯净自然的景致。镇中心是莫
尔大道，街道两旁商店、餐厅林
立，游客可以边走边逛，发现美
酒佳肴的同时为亲朋好友挑选
一份伴手礼。此外还有圣彼得教
堂、威廉姆小屋、奇异鸟公园、皇
后镇公园等一些富有新西兰历
史及特色的景点供参观。镇边便
是著名的瓦卡蒂普湖，湖水湛蓝
清澈，总叫人忍不住坐在湖畔小
憩片刻，等回过神来才发现时间
已经过了一下午。湖对岸是瓦尔
特高原牧场，有趣味的农场动物
表演以及经典剪羊毛展示，游客
还可以体验一回高原BBQ。

特色亮点

冒险家乐园
蹦极、跳伞、洞穴与峡谷探

险……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刺

激你的肾上腺激素，极限运动已
成为来皇后镇的必选。而且这一
切都是以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
为背景，以一种更有挑战的方
式，尽享大自然的恩赐。

湖光山色，宁静致远
在这里你不必步履匆匆赶

去下一个景点，因为这里的湖泊
雪山入眼既是。乘坐蒸汽船慢悠
悠地浏览瓦卡蒂湖，在瓦纳卡湖
上安逸泛舟。

葡萄酒之乡
皇后镇附近的吉布斯顿谷

酒庄(Gibbston Valley)正是中央
奥塔哥地区最知名的酒庄之一，
这座美丽的葡萄园夹在陡峭的
卡瓦劳河峡谷(Kawarau River
gorge)之间。险恶的自然环境却
持续造就出在国际上倍受推崇
的优质葡萄酒，70%以上都是黑
比诺，其它品种还包括霞多丽、灰
比诺、雷司令和长相思。此外这里
出出产产的的奶奶酪酪也也很很有有名名，，搭搭配配优优质质
的的黑黑比比诺诺葡葡萄萄酒酒，，满满口口醇醇香香。。

特色行程

皇后镇直升机飞行之旅
乘坐直升飞机由皇后镇出

发，近距离从空中俯瞰瓦卡蒂普
盆地，飞越壮丽的峡湾国家公
园。同时有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的飞行员带来生动有趣的讲解。
此外还有直升机滑雪、直升机漂
流、直升机山地车及直升机探险
多种组合供体验者选择。

乘坐R1 1到Qu e e n s t ow n
Airport下车，步行10分钟即达。

皇后镇天空缆车
天空缆车可谓皇后镇的一

大地标，往往是游人开始皇后镇
行程的第一站。缆车位于鲍勃峰
(Bob's Peak)，十分钟即可到达山
顶。在此可俯瞰整座皇后镇与周
边湖光山色，如画般的景致定能
让你屏气凝神，并对即将开始的
皇后镇之旅愈加期待。

乘坐R8、R9到达Queenstown
Hub下车，步行10分钟即达。

米尔福德峡湾
峡湾国家公园内自然奇观众

多，其中米尔福德峡湾以其陡峭优
美的身姿闻名于世。“Mildford”在毛
利语中是“第一只野生画眉”的意
思，毛利人认为峡湾是一个力大无
穷的铁匠创造的，他用神奇的斧头
雕出了米尔福德峡湾的峭壁和宏
伟的山峦。峡湾地区常年多雨，总
有云雾笼罩，群山四合，瀑布轰鸣，
人间仙境之感油然而生。

从皇后镇前往米尔福德的
路程也不容错过，这段路曾出现
在新西兰旅游局官方宣传片中，
可见其风景必定绝美无比。

在皇后镇乘坐 I n t e r c i t y、
Naked Bus可直
达峡湾，全程
约4个小时。
本报综合

近日，泰安市泰山景区2018
年春季重点项目建设集中开工
仪式在巍峨的泰山脚下举行，泰
山博物院项目正式奠基。

本次泰山景区春季重点项
目是位于泰山景区红门路与环
山路交叉口东北角的泰山博物
院，由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建设。项目选址于泰山历
史文化轴线上、泰山登山盘道
入口处，形成了泰山、博物院
和岱庙浑然一体的格局。泰山
博物院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
院和北京设计院共同承担，由
两院院士吴良镛操刀设计。吴
良镛以“融入与根植”，即融入
泰山，根植于泰山文化的土壤
为原则，把“长在泰山上，化在自
然中”作为建筑设计理念。

泰山博物院项目总投资
66591 . 70万元，规划用地面积
3 8 0 5 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2000平方米。建筑造型以泰山
“高山流水”亭等建筑为基本
元素，由7个大小不一的“方亭
式”场馆组成，是一座记录、解
释泰山的专题性博物馆。作为
对外展示泰山独特地貌、悠久
历史、灿烂文化的重要载体，
泰山博物院的展陈设计方案
由现故宫博物院院长、原国家
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设计，以

“诠释泰山”为本意，突出泰山
“国泰民安”的象征和“泰山安
则四海皆安”的寓意。

记者 史大玮

烟烟花花三三月月去去赏赏花花
兴化千垛·油菜花风景区

当乌篷船缓缓划入黄色的
花海，江南便真正步入了春天。

水乡田野的春色，最为怡人
者，莫过于兴化千垛的万亩油菜
花了。当3月中下旬的暖风吹过
江南，兴化东旺村东侧的沼泽之
上、阡陌之间，成片成片的油菜
花迎风扭动着细腰，如一群温婉
的江南女子舞于水面之上。乘着
乌篷船，随波出入于花海之间，
或是踏着木栈道，寻着花影深处
而去，一路之上且行且乐，心旷
神怡。

最佳游玩时间：3月-4月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

缸顾乡东旺村东侧。

江西婺源·油菜花

油菜花尽头的那棵老槐树，
是辛夷坞笔下的青春。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婺源，徽派的画里乡村，全球十
大最美梯田之一。初识婺源，是
在小说《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
春》里，每到春日，这里将会被漫
山遍野的油菜花海包围，跑过花
海，来到村头的老槐树下，勾勒
着老槐树下少年少女相会的画
面，《山月不知心底事》里的向

晚、《原来你还在这里》的陈韵，
她们的爱情都与这里有关。

最佳游玩时间：3月初-4月
中旬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武汉大学·樱花

去武大看一场人海，是每一
朵樱花的梦想。

武大樱花节期间，从国立武
汉大学的牌坊处开始，一直蔓延
到行政楼处全是人山人海。但老

武汉人都知道，去武大看樱花，
最好是傍晚时分去，可以错开人
流。傍晚的樱花大道上白色的樱
花在黄晕的路灯下分外清新，樱
花树下帅气小伙子指尖悠扬的
吉他旋律缭绕在耳畔，三两成群
摆卖着各式樱花纪念品的学子，
一路走过不时还会碰上穿着汉
服的小姑娘们走来。

最佳游玩时间：3月中旬-3
月下旬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八一路299号。

四川丹巴藏寨·梨花

黄花尽头梨花香，梨花从中
桃花影，桃园深处有藏家。

丹巴藏寨，这个被《中国国
家地理》杂志评为的“中国最美
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有着独
具一格的春色盛景：远远望去，
千年的古碉藏寨错落分布在粗
枝大个头的梨花从中，若隐若
现，走近细看，房前屋后，枝头桃
花分外殷红。

最佳游玩时间：3月-4月
地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西藏林芝·桃花

不知是谁在这高原之上，为
谁种下了这灼灼十里桃林。

道是雪域高原，却藏了个
“江南春色”。三月中下旬，正值
林芝桃花节，此时若从波密驾车
一路至朗县，途中桃红柳绿映雪
山，倒影在蓝色尼洋河水中，宛
若仙境。不同于江南桃花的温
婉，林芝的桃树大多是生长得高
大粗壮的野老桃树，以雪山为背
景，遍布在山坡上、田野间、溪谷
边，远远望去，蔚为壮观。

最佳游玩时间：3月-4月
地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

┬记者 史大玮

进入3月，天气回暖，
旅游市场进入短暂淡季，
机票、酒店等资源价格纷
纷下调，带动了旅游产品
价格随之应声而落。据嘉
华旅游相关人士介绍，江
苏兴化扬州赏花三日游一
千多元每人，江西婺源赏
花四日游两千多元每人，
据途牛网西藏林芝九日游
五千多每人。越来越多的
游客选择春节后“抄底价”
出游，享受舒心省钱的旅
游新体验，本期推荐国内
赏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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