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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春风吹柳绿
植树

济南第十七届五龙潭樱花
节(即日起-3月31日)

周边景区：趵突泉景区、大
明湖景区、环城公园

水帘峡全民植树节(即日起-
4月10日)

参考价格：水帘峡植树节期
间，门票实施优惠政策，散客55
元/人，旅行社、社会团体(30人以
上)45元/人，儿童免费，树苗、工
具由景区免费提供(需交工具押
金，交回时退还)。

交通线路：市区乘坐67、88、
65路至仲宫转乘812路直达景区。

历城神农生态园植树活动
(即日起-4月30日)

活动介绍：植树每人60元包
含树苗、工具、午餐

交通线路：315公交到南滩头
农信社，向南300米

章丘宁家埠长广农业“我在
济南有棵葡萄树”植树活动(4月
中旬之前)

详细内容：在园区栽下一棵
葡萄树，有偿委托园区管理，收
获果实归个人。

长清万德马套将军山“爱在
春天”植树活动(即日起-4月20
日)、茶叶采摘(4月15日-10月)

详细内容：游客可体验植
树、爬山、挖野菜及亲子活动；茶
叶采摘、炒制，品茶、茶艺。

参考价格：植树90元/人，团
体免费挖野菜；茶叶采摘50元/
人，团体满50人炒茶免费。

二里春风唤山青
登山

九顶塔第十三届山歌节(3月
8日-4月中旬)

活动内容：大型实景剧《刘
三姐招亲》是每年山歌节的重头
戏，游客与“刘三姐”对唱山歌、
与壮族小伙PK抛绣球，亲身感受
迎娶“刘三姐”的喜悦。九顶塔大
型演艺节目春季开演，游客可以
感受经典节目的独特魅力。

参考票价：120元/人
九如山瀑布群风景区(3月-4

月)
详细内容：登山、赏花，踏青

探春。
朱家峪、吴家峪古村踏青(4-

5月)
详细内容：朱家峪游古村、

吴家庄园赏花海。
参考价格：朱家峪景区门票

40元/人，吴家庄园无门票。

大石崮森林公园踏青春游(4
月1-8日)

详细内容：游石崮山寨、赏
漫山连翘花、挑战玻璃栈道

参考票价：69 . 9元/人
交通线路：西八公交车场乘

142路公交至终点即到、自驾英雄
山路南行至红符路右转西行左
转至石崮新村即到。

三里春风催果红
水果采摘

草莓
历城唐王镇初荷生态园草

莓(3月-5月初)、红果(3-5月底)
采摘

参考价格：草莓2 0元/斤，
红果10元/斤，各类盆栽蔬菜25
元/盆。

济南桃花岛旅游度假区(3-4
月份)

参考价格：草莓30元/斤、蔬
菜15元/斤、树苗20元/棵。

章丘垛庄中药基地草莓(3-4
月)、蘑菇(3-4月)、玫瑰花(4月下
旬开始)。

参考价格：草莓20元/斤、蘑
菇5元/斤、玫瑰花20元/斤。

章丘刁镇东方商人生态农
庄草莓、蔬菜采摘(2-5月)

参考价格：无票价，水果蔬
菜按市价称重。

章丘埠村街道南凤村、彭家
庄、长青扶贫产业基地(3月份)，
绣惠街道北关村盛世庄园(即日
起-5月底)，相公庄街道小康生态
园草莓(即日起-4月底)、樱桃采
摘(4月中下旬)。

长清鸿之源庄园种植基地、
文昌街道燕庄草莓基地、张夏街
道启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万德
马套将军山合作社(3-5月)。

详细内容：草莓自由采摘活
动，不使用任何农药，鲜美红嫩，
果肉多汁，采摘按斤收费。

商河育凤园(即日起-6月份)
交通线路：济青高速-机场

高速-青银高速-济乐高速，商
河出口下高速口，沿省道316至
新湖街。

樱桃
章丘七星百泉生态农庄(5

月)
参考价格：门票50元/人(4月

5日-30日赏花节期间门票30元/
人)，采摘按斤收费。

章丘刁镇道口村樱桃园(5月
中旬)、裕东生态观光园草莓、樱
桃(3-5月)、农场樱桃园(5-6月)

长清区万德镇龙凤庄园(4-5
月)

详细内容：龙凤庄园有大樱
桃园300余亩，有早大果、红灯、美
早八余个品种。

参考价格：采摘园门票30元
/人，水果采摘价格根据所摘水
果种类确定。

平阴洪范池采摘节(5-11月)
交通线路：济荷高速在平阴

南下到洪范池镇。220经东阿镇到
洪范池镇。

番茄
济阳垛石镇(4-5月份)
交通线路：垛石镇白杨店村

S249线北侧
平阴仙乐园(3月-4月、7月-

10月)
采摘地点：平阴县榆山街道

刘官庄村
春杏
章丘文祖街道石子口村(6月

中旬)
长清张夏黄家峪万亩杏园、

五峰山明陵杏园(5月下旬-6月上
旬)

平阴东黑山村(5月)
西瓜
济阳仁风“富硒”西瓜采摘(4

月底-5月底)
交通线路：国道220线159 . 5

公里处仁风镇西街。
济阳太平镇“太平宝”西瓜

采摘(5-6月份)
交通线路：过济南黄河大桥

沿国道104北行30公里，至东侯市
村路口右转东行1公里即到。

商河县珍珠红西瓜节(四月
中旬)

采摘地点：商河县郑路镇

四里春风菜香浓
蔬菜采摘

蔬菜、野菜
章丘普集街道原刘河村山

东天普农业 ( 3-4月 )，刁镇崔高
村、柴家村绿祥蔬菜基地 ( 3 - 8
月)，绣惠街道青葱庄园(3-10月)

长清区五峰山街道青牛山
家庭农场、长馨绿野蔬菜专业合
作社(3-5月)

长清万德街道马套村、坡里
庄村茶叶采摘(5月初)

详细内容：游客可体验采摘
茶叶、炒茶、品茶等活动

济阳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全年)、周孟黄河风情园(全年)

五里春风锣鼓响
赏民俗

“三月三”千佛山文化庙会(4
月14-22日)

活动内容：在山路沿线设置

非遗、工艺品、旅游商品、文化书
市及特色美食等项目，在大戏台
广场设置地方传统特色戏曲及
曲艺演出。

灵岩寺景区清明节追思祭
祖法会(清明节上午9点半)、释迦
牟尼法会(农历四月初八)

特色餐饮：可以品尝灵岩寺
素斋

红叶谷景区清明节踏青祈
福活动(4月5日-7日)

详细内容：清明小长假期
间，正常购票进入游客均可获赠
红丝带一条，可悬挂于兴教寺
内，缅怀逝去亲人、为家人祈福。
同时还可临泉品茗、休闲垂钓、
拓展训练、CS野战比赛等。

马山镇桃花旅游文化节(4月
上旬)、三月三庙会(农历三月初
三)

详细内容：登山、祈福、赏桃
花、赶庙会

长清五峰山景区传统山会
(农历四月初八)

详细内容：上香祈福，登山
游玩。

六里春风鸟兽鸣
观鸟兽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家庭春
游优惠(即日起-3月25日)、第二
届国际马戏嘉年华(即日起-5月
13日)、班级研学游(全年)

详细内容：家庭春游优惠，
两大一小家庭票原价440元现价
320元，具体详询景区。马戏嘉年
华，十国马戏精英倾情巨献，动
物王国开启魔幻马戏之旅。班级
研学游，20人以上中小学生团体
价80元/人。

济南红叶谷天趣苑
详细内容：春暖花开，天趣

苑内生机盎然，孔雀、天鹅等珍
贵鸟禽换上新衣，等待着游客的
到来，小朋友们不仅可以欣赏到
美丽的鸟类，还可以学习鸟类的
科普知识，增长见识。

参考价格：12月-9月门票80
元，老年票40元，学生票40元。

七里春风逗小儿

忙把纸鸢挂晴空
亲子游

紫缘香草园—DIY彩绘风筝
(4月1-28日)

参考票价：购香草园40元门
票，赠送DIY手绘风筝一个，赠
送香草园薰衣草手工皂或薰衣
草香。

周边景区：朱家峪景区、百
脉泉景区

济南国际园博园免费开园(4
月28日)

详细内容：4月28日举行免费
开放仪式及系列文化旅游活动

乐沃营地少年户外教育—
缤纷周末营地(每周末)

活动介绍：攀树、高空挑
战、真人CS、团队拓展、攀岩等
众多体验项目，培养青少年健
康的心态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
度，锻炼孩子与人沟通和交流
的能力。

八里春风皱池水

呼朋闲作钓鱼翁
垂钓

槐荫区美里湖湿地公园(即
日-11月15日)

详细内容：济南市钓鱼协会
垂钓联赛全年在园区内安排12
个场次垂钓活动

交通线路：乘坐132路至美里
湖公园下车向西一公里

长清区山东和生庄园(4月中
旬)

详细内容：垂钓同时，还可
在庄园周边赏花、有机蔬菜科普
采摘

长清双泉休闲垂钓(4月-6
月)

详细内容：水上长廊戏水，
游览双泉胜境，品尝双泉人家。

九里春风踏青去

宿得山中观月明
民宿

九如山不二木居
详细内容：木屋以独有纯实

木Loft风格打造，毗邻最美观星
点七星台，夜观星海苍茫，日赏
九如听瀑，美不胜收。

红叶谷树屋
详细内容：春回大地，花开

漫山，游客可以携亲伴友来红叶
谷体验枕溪水，宿树屋，感受大
自然的田园野趣，听林梢鸟儿随
风伴唱。

九顶塔民族风情园特色民
族住宿

详细内容：白天观看少数
民族原汁原味的村寨、原始洒
脱的民族歌舞、独具特色的少
数民族竞技活动，夜晚体验窑
洞、蒙古包、朝鲜民居等特色民
族住宿。

长清大峰山景区养生木屋
别墅

详细内容：春意盎然，踏青
赏峰山美景，品峰山美食，追寻
齐长城历史遗迹，入住异域风情
木屋别墅。

隔记者 史大玮 通讯员
王小曼

尽日思春不见春，芒
鞋踏破岭头云。归来笑拈
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春寒过后，济南暖意融融，
泉水叮咚，花香满城，山山
染绿意，处处是生机，正是
踏青寻芳好时节。本期为
大家带来春季踏青旅游指
南，约您跟随十里春风，感
受春的馈赠。

因采摘时间及价格受
天气和市场影响较大，本
文仅供参考，规划出行前
请电话确认。

乘乘春春风风，，去去旅旅行行，，采采摘摘踏踏青青乐乐不不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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