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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故里山东惠民
推出9条旅游线路

近日，山东惠民县旅游营
销暨招商推介会在济南喜来登
酒店举行。会上，惠民县旅游局
推出4大主题9条旅游线路，吸
引省内游客“畅游惠民”的同
时，进一步激活惠民本地旅游
市场，提升惠民重点景区整体
竞争力、吸引力和品牌形象。

当前，惠民县正全力实施
“旅游富县”战略，以“全域旅游，
全新追求”为抓手，加快推进全
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全力打造黄
河三角洲知名旅游休闲目的地。

2017 年惠民县推出了畅游
惠民 1-2 日游经典线路，2018
年继续丰富惠民旅游精品线
路。将惠民北部的孙武古城旅
游区、南部的魏集古镇旅游区、
中部的圣豪丽景温泉和鑫诚现
代农业组合串联，把西部孙子
故里森林公园、温泉滑雪场作
为点缀，推出参观游览、研学实
践、休闲养生、娱乐康体等不同
种类旅游线路，给游人提供不
一样的景色和感受。这些景点
景区可以任意组合，形成自己
的 1-2 日有精品线路。

据介绍，按照四季变化，惠
民县旅游局精心打造了 9 条 1-
2 日游主题线路，分别是：春赏
民俗看鲜花，夏品西瓜游林海，
秋摘菜果研兵法，冬滑冰雪泡
温泉。 记者 史大玮

据英国《每日邮报》3月7日
报道，澳大利亚一位名叫玛丽·
苏尔达的旅行专家兼旅游公司
网站负责人称，假期应该是让人
放松的时刻，但很多人的假期却
常常是不愉快或者花销非常大
的。她列出了降低度假质量的

“五忌”，如预订过多的短途旅
行，以及不购买旅游保险等。

不购买旅游保险

绝大部分出游险套餐涵盖
的赔付范围都很广，其中赔付的
情况包括行程取消、行程中断、
行程延迟、行李丢失或延迟到
达。除此之外，还包括了医疗保
险。虽然不买旅游保险可以省下
几百美元的费用，但玛丽表示，
这笔费用是不能省的，因为人们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这份
保险，也不知道自己在登机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全面的保险
条款应该是要能够从医疗方面
以及在行程取消的情况下保护
出游者的权利的，我建议大家在
购买出游险时应该货比三家，挑
选最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

频繁拍照

玛丽解释称，虽然用照片的

形式记录下旅途中的
美好时刻是很好的，
但要注意，不要过于
频繁地使用相机和手
机，从而导致注意力被过度分
散。她表示，“不要过于频繁地拍
照，要尽可能地享受当下旅途中
的美好时光，尽可能地享受与你
一起旅行的人相处的时光。”

过度依赖交通工具

这位有经验的旅行家还建
议人们应该尽量用徒步的方式
去游览所到之处，而不是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或搭乘出租车。因为
徒步能让你更充分地了解你所
到的地方。“在街道上漫步是我
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因为这让
我亲身感受到脚下的每一寸土
地，就像我也是本地人一样。”而
且，用徒步的方式进行游览还可
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发
现一家小面包坊，或者是一家让
人惊艳的咖啡小店。

在旅途中工作

“在如今这样快节奏的时
代，我们应该试着让自己的步伐
慢下来，并好好利用假期去做一
些平时没有时间做但是喜欢做

的事情。”玛丽表示，在假期时间
不长的情况下，她每天会给自己
腾出1个小时的时间与外界联
系。在这1个小时里，她允许自己
使用手机和电脑去处理一些需
要处理的事情。在完成任务后，
便要确认这些电子设备都已经
关闭。她表示，每年当中至少有
一个假期，她是完全不工作、不
去想生活中的各种压力的。她还
建议，“如果有人和你一起旅行，
就要保持和对方的交流，并让这
成为旅途中的习惯。”

预订过多的短途旅行

虽然短途旅行能够省下不
少钱，但玛丽表示，短途旅行有
时是不划算的。“你得权衡一下
你的时间有多宝贵。如果你所预
订的短途旅行能帮助你省下100
美元，请思考一下，在这趟短途
旅行当中，你在机场花费的时间
是不是很多呢?这样的话，是不
是违背了你的初衷呢?请认真权
衡一下短途旅行对你的情况而
言是否值得。” 据环球网

旅行专家提出度假“五忌”

出游时不宜频繁拍照

农房变客房
一起看济南南山旅游

济南南部山区位于济南市
区、泰安、淄博、莱芜、德州等地
的休闲旅游辐射圈中，长期以来
就是济南的“后花园”，是省会居
民短途休闲旅游的首选之地。南
山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
南山要以主题乐园、动植物认
知、运动拓展、民宿文创游、乡村
旅游、主题婚庆、特色乡村游、特
色美食、田园度假、生态观光、创
意科技体验等业态为载体，加快
生态旅游产业变档升级。

计划建立锦绣川精品果园
采摘，西营森林康养基地、体育
休闲、精品民宿，柳埠泉乡慢谷，
仲宫金色阳光蔬菜大棚等生态
休闲观光农业带。

“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向往
和需求已成为潮流大势，我们
一定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抢
抓机遇，实现弯道超车。让田园
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劳作变体
验，将南部山区优美环境、绿水
青山、良好生态打造成稀缺走
俏的资源。”南山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据齐鲁壹点

近日，记者在济南举办的
“齐鲁万人游新疆”产品推介会
上获悉，今年4月—10月，我省计
划开行8趟赴新疆的旅游专列，
首趟专列将于4月26日出发。

该旅游专列将使用25G新
型宽体空调列车，每趟专列可
载客800人左右。此次旅游专列
产品内容依时节变化而设计，
每月有主题，游客可以领略每
个季节最美的风景。此外，专列
还有保健医生随行，以保障游
客出行健康，预计将为新疆地
区输送游客近万名。

据了解，该旅游专列可在
山东省内各地市沿途上客，极
大方便了山东各地游客。具体
从青岛始发，分为青岛-西宁-
吐鲁番-天池-喀纳斯-敦煌-张
掖15日游、青岛-敦煌-吐鲁番-
天池-伊犁-张掖-中卫13日游、
青岛-喀什-库车-库尔勒-吐鲁
番-敦煌-西宁16日游、青岛-敦
煌-喀什-和田-库尔勒-吐鲁番
-张掖16日游等4条线路，游客可
沿途游览青海湖、塔尔寺、葡萄
沟、火焰山、坎儿井、天池、喀纳
斯、莫高窟、鸣沙山、那拉提草
原、赛里木湖、喀什老城、香妃
墓、天山大峡谷、苏巴什古城、
罗布人村寨等主要景点。

计划开行的8趟赴疆旅游
专列是我省旅游企业积极践行
国家战略布署的具体举措。

记者 史大玮

山东计划开行8趟
专列旅游援疆

说到樱花，估计大多数人就
会想到武汉大学和日本。樱花旅
游的名声在外，这几年游人也是
越来越多。其实除了日本和武
汉，贵州的贵阳也有漂亮的樱
花，而且贵阳到了每年春天，可
是全城到处都可以看到樱花树
呢。相对于武汉的单瓣樱花，贵
阳的樱花是重瓣的，看起来更大
更灿烂。春天到贵阳来赏花品美
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樱花根据开花时间不同，有
早樱和晚樱之分。每年的气候不
同，贵阳地区一般3月初到4月初
都有樱花可看。不过这几年全球
气候变暖，樱花都开得比较早，
一般来说3月中旬是最佳游览时
节，气候不冷不热比较舒服，也
是樱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

其实整个贵阳到处都种了
樱花，各种公园、广场和大学里
都有樱花种植，以前没觉得，到
了贵阳后才发现这个城市竟然
会有这么多樱花，这里推荐几个
具有观赏性的赏樱地点。

河滨公园

贵阳市河滨公园内有近千
棵樱花树，而且公园坐落市区，
没有门票，是赏樱首选。另外这
里还有桃园、花圃和温室，春天
桃花盛开，生机勃勃。花圃里培
育有迎春花、山茶花、菊花等花

卉，温室中栽有月季、文竹、君子
兰、夜来香、苏铁和昙花等盆栽植
物。河滨公园在贵阳市算是挺大
的赏樱点了，方便是最大的优势。

湿地公园

位于贵阳市花溪区中心城
区的北部，是以喀斯特地貌为特
征的城市湿地公园。2012年底才
修好的樱花大道位于湿地公园
入口处，嫩绿的树木与竞相开放
的樱花，构成春意盎然的美景。
另外附近花溪公园里的黄金大
道也是非常出名的，道旁种满了
有些年月的法国梧桐，秋日树叶
金黄，被称为“黄金大道”。春天
里却是碧绿一片，也煞是好看。

各大高校

在大学里看樱花别有一番
风味，特别清晨时分，阳光洒进
校园，莘莘学子在樱花树下早
读，有人有景看着特别让人舒
心。贵阳市区的贵州大学、贵州
师范大学、贵阳医学院、贵州民
族大学等贵阳各大高校校园里
都种有樱花，贵州大学的南北校
区都有种植樱花。师大还专门有
一条樱花大道，在学校不同的建
筑下，樱花也绽放着不同的姿
态。贵阳的几所大学赏樱并不收
费，有些大学进入可能需要身份
证登记。

平坝农场樱花园

平坝离贵阳不远，一个小时
车程，每年在 3 月都有樱花节。平
坝的名贵樱花有 6000 余亩、50 余
万株，樱花盛开的时候，缤纷浪
漫。樱花园里还有油菜花，争奇斗
艳，美不胜收。更难得的是，平坝
的樱花，有早、晚品种，花期长，不
比日本的樱花只有一周的绚烂，
平坝樱花一般 3 、4 月都开得非
常的烂漫。自驾车线路：贵阳—清
黄高速公路 57 公里(车程约 1 个
小时)—屯堡大门大巴：金阳客车
站有坐到平坝农场的车。

清镇樱花

清镇市簸箩农场位于贵阳
市清镇红枫镇王二村，清黄高速
公路穿行其间。每到春季各种花
卉竞相开放，漫山遍野，樱花、玉
兰花、梨花、桃花，还有农田中的
油菜花同时开放，形成一个五彩
缤纷的花花世界，是贵州省内最
大的花卉苗圃基地。成片的樱花
林随着微风吹过，花瓣犹如雨一
般的飘落下来，形成“樱花雨”，
很是壮观。自驾车线路：贵阳—
清镇，高速公路，庙儿山匝道下
路，过路费 12 元。然后走老的贵
黄高等级公路，约行驶 10 公里
到达王二村，路边有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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