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导游游TToouurr 2018年4月6日 星期五 编辑：史大玮 美编：王宁28

隔记者 史大玮

清明节将至，天气回暖，春
意正浓，又到一年踏青季，正是
出行好时节。记者从济南市旅发
委了解，清明期间各种旅游活动
开展，广大游客应避开高峰、文
明旅游、安全出行。

合理安排时间

“行”得顺心

祭扫出行和踏青赏花产生叠
加效应，假期宜选择错峰出行，建议
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提前安排行程，
特别是近郊自驾游，提前熟悉路况，
规划好行车路线，以免因路况不熟
以及高峰出行耽误行程。行前应提
前关注交通、气象、旅游等部门发布
的相关预警提示，确保旅途安全。

理性选择产品

“买”得放心

挑选旅游产品时，会有哪些

方面考虑？住宿是否达标，交通
是否便利，购物是否公平，活动
是否精彩？这些都与旅游产品的
选择息息相关，游客要根据自己
的身体状况、年龄情况等选择合
适的产品，应详细了解旅游团费
包含的服务事项，可以多询问几
家旅行社，进行多方面比较后进
行选择，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
行的品质才是出游获得满足感、
幸福感的初衷。

认真查询资质

“玩”得安心

旅游业务的经营属于许可
申请事项，游客在出游前，要选
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不仅
要查验旅行社“一照”“一证”，即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工商
营业执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或者《备案登记证明》，而且
要查看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特别

是出境旅游要看《旅游业务许可
证》的业务范围是否有出境旅游
字样，仔细甄别，谨慎选择。

理智购买消费

“购”得称心

旅游购物消费要保持理智，
不要轻易相信购物店推销者的
花言巧语，谨慎购买价格高、难
鉴定的珠宝首饰、电子产品等商
品，如需购买，请选择知名正规
商场，并注意查看商品是否明码
标价、是否有合格证书。游客购
物后，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购物
凭证，当购买的商品出现质量等
问题后可以依法进行维权。

文明遵守秩序

“赢”得欢心

欣赏美景之余，更令人感到
心情愉悦的是景区管理秩序井
然、卫生状况整洁，游客待人热
情礼貌、尊重风俗习惯等方面，

增强文明出游意识，提升文明旅
游素质，是每位游客和旅游从业
者共同的责任。出门游玩的同
时，要争做文明游客，自觉遵守
公共秩序，赢得他人尊重，让文
明和身体始终都在路上。

依法投诉维权

“游”得省心

发生纠纷时，要冷静对待，注
意留存证据，妥善保存好合同、发
票、行程安排以及相关证据材料，
通过法律途径理性解决纠纷，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行程中发生纠
纷的，及时与导游或旅行社进行
沟通，双方通过协商采取积极补
救措施处理，避免因言行过激导
致人为扩大事态。如在旅途中维
权不便，可以行程结束后寻求解
决，旅游投诉可拨打电话：12345或
12301，还可到消协进行投诉、向仲
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温馨提示记清 为您旅途照明

沂水泉庄桃花艺术节

4月1日盛装开幕

4月1日，伴着大型歌舞《一
路花开》，2018年山东好时节沂
蒙赏花之旅启动暨“临沂城开”
杯第七届山东·沂水泉庄桃花
艺术节正式拉开序幕。

在沂水县全力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之年，作为本届
桃花艺术节的重头戏，举办沂
水“十品”投票评选暨旅游商品
展销会活动，通过网络投票、专
家评审等方式，从参展商品中
评选出20个有特色的“沂水创意
旅游商品”，并将在第七届山东·
沂水(泉庄)采摘艺术节上，对获
选的创意旅游商品进行颁奖。

记者 史大玮

枣庄第一条玻璃栈道
预计5月1日正式开放

近日，记者从山亭区葫芦
套风景区了解到，枣庄第一条
玻璃栈道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目前已进入扫尾阶段，预计将
于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枣庄第一条玻璃栈道总长
近300米，其中玻璃栈道150余
米，水泥栈道100多米。栈道最
高点距离地面30余米。为了尽
可能保留山体结构，登栈道的
阶梯大多采用山体原本的山石
建造而成，从玻璃栈道上俯视
下去，刺激万分。从栈道俯瞰风
景区，桃树、杏树、梨树、樱桃
树、油菜花等尽收眼底。

施工负责人杜家业介绍，
玻璃栈道2017年夏季开工建
造，栈道主体采用三层钢化玻
璃为栈道面。当初栈道选址也是
经过专家根据山体情况层层筛
选，从扎架到植筋都保证了零失
误，以确保安全。记者 史大玮

潍坊“古村落”桃花节
千亩桃林等你来

3月份春暖花开，土埠沟村
的千亩桃花林也迎来了一年当
中最美丽的时节。为发展乡村
旅游经济，让广大村民分享乡
村振兴带来的喜悦成果，土埠
沟村将于4月6日正式举办首届
民俗桃花节。届时，刘氏古井、
百年古槐、荆山悠腔等古色古
香的文化艺术景观及人文表演
将一一上演，为八方游客带来
一场古朴美丽、极具乡土气息
的民俗文化盛宴。

据悉，土埠沟村拥有山东
省省级传统古村落、山东省特
色旅游村、潍坊市乡村旅游标
杆示范村等诸多荣誉称号，其
秀美的自然风光堪称“昌乐一
绝”。昌乐土埠沟村利用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积极
实施“农家乐”旅游项目，大力发
展生态游、民俗游和林果采摘、
渔家乐旅游项目。记者 史大玮

市区 玩转济南

尽享城内春色

千佛山风景区清明前后进入
了一年之中最美的赏花季。桃花、
山茱萸、连翘、樱花、二月兰、榆叶
梅、紫荆、梨花、丁香、海棠、流苏
等将陆续绽放，持续至5月上旬。

泉城夜宴扮靓济南，大明
湖、护城河公园灯光璀璨流光溢
彩，清明期间处处繁花盛开，听
泉水叮咚，看灯火霓虹，闻花香
浮动，是假期休闲好去处。

星期8小镇假期推出复活节
主题活动，长卷绘画、彩蛋、社会
角色体验等让孩子在这里度过
愉快假期。

1953茶文化创意产业园假期
举办“共享明前春茶”活动，通过
春茶展销、促销，向市民推广早
春茶，传播茶文化，品味货真价
实的春茶。

时光艺术之城假期举办众
多精彩展览，“从丁托列托到利
兰加的艺术之旅”、“色彩的节
奏——— 红梅作品展”、“自然之
境”、原创青年艺术作品展售等，
让市民和游客感受浓浓的艺术
文化熏陶。

海那城假期举办“首届踏春
旅游风车节”，届时有荷兰式风
车、郁金香花展、异域风情歌舞
表演以及儿童绘画写生等众多
精彩内容。

东部 民俗游乐

共享亲子时光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举办第
二届国际马戏嘉年华，十国马戏
精英倾情巨献，动物王国开启魔
幻马戏之旅，更有3000只可爱萌
宠等你来。

朱家峪景区假期推出众多民
俗活动，古村内织布、手工打铁、手
工编筐等带你感受浓浓乡村记忆。
烤红薯、糖画、爆米花、棉花糖、臭
豆腐、煎饼卷大葱、糖葫芦、豆腐脑
等引你品尝舌尖上的山东味儿，更
有文峰山攀登，尽享踏青之乐！

紫缘香草园景区假期推出门
票优惠活动，游园20元，游园+滑草1
小时仅需40元，游园+CS仅需60元。

章丘七星百泉生态园假期
举办“第三届赏花休闲旅游节”，
樱桃花、槐花、桃花、杏花、有机
蔬菜花、野菜花等花开遍地，原
价50元/人，活动期间门票打6折。

章丘文祖街道假期赏花，三
德范村赏杏花、油桃花、樱花，游
齐长城脚下第一古村，锦屏山游
影视城，观赏迎春花、桃花，锦屏
山节日期间享受门票打6折。

南部 游山玩水

畅享假日狂欢

红叶谷景区假期推出踏青
祈福活动，凡购全票进入红叶谷
的游客均可获赠红丝带一条。游
客可将其悬挂于兴教寺院内，缅
怀逝去亲人，为自己和家人祈
福。同时还可以在兴教寺临泉品
茗，在绚秋湖休闲垂钓，在拓展
基地进行拓展训练，在蔷薇园进
行真人CS野战比赛，尽情地放松
身心，尽享春日美景。活动期间
还可欣赏梅花、海棠花、樱花、连

翘等多种山花。
九顶塔中华民族欢乐园假

期适逢第十三届山歌节，可以欣
赏到《刘三姐招亲》、《好汉秦
琼》、《地道战》、《山洪暴发》实景
剧，游览十大瀑布群，领略五大
花园的争奇斗艳，更有16个少数
民族村、6个齐鲁民俗文化村的
民居建筑让您耳目一新。

九如山瀑布群风景区继续实
行“一次游园终身免票”活动，登山
赏花，踏青探春，感受自然生态。

水帘峡景区假期期间“第八届
迎春花节”拉开帷幕，漫山遍野的
迎春花竞相开放，此时的水帘峡如
同金色的海洋，十分壮观，4月5日
将举办“清明踏青登山健身节”。

大石崮森林公园踏青春游，
游石崮山寨、赏漫山连翘花、挑
战玻璃栈道，4月1日至8日期间
享受69 . 9元/人购票优惠。

西部 花田喜事

乐享田间野趣

济南方特东方神画4月5日
至6月18日举办“蝴蝶节”，将有
蝴蝶花房、蝴蝶科普馆、DIY蝴
蝶标本、香妃蝴蝶秀、巨型蝴蝶
主题展等众多主题内容，届时
园区万蝶飞舞，多彩蝴蝶秀惊
艳上演。

灵岩寺景区清明节当天上
午九点半举办清明节追思祭祖
活动。

长清大峰山景区假期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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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清区马套将军山景区开
展“茶叶采摘”活动及“农耕体
验”活动，游客可体验茶叶采摘、
炒制、品茶、茶艺，与家人一起进

行农事耕种体验。
长清第六届油菜花旅游文

化节、第二届野酸梅(樱桃李)国
际旅游文化节拉开帷幕，段店村
东山、美林生态园里的油菜花已
经大片开花，千博野酸梅基地里
的野酸梅花也已盛放，游客可以
来长清体验登山、访古、赏花、采
摘等多种活动，乐享清明假期。

长清马山镇桃花旅游文化节
开幕，春风十里醉桃园，三生三世
恋马山，清明假期携亲带友来马
山镇赏千亩桃林，登道教圣山。

平阴圣母山海棠园假期适逢
海棠节，千亩海棠迎风绽放，花期
持续到4月22日左右，在此期间将
举办“海棠仙子”摄影评选、海棠
园相亲大会、残疾画师素描写生、
深泉帐篷节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平阴东阿镇直东峪村即日
起至5月5日开展桃树认养活动，
只需支付1 9 8元桃树认养管理
费，即可参与果树养护体验(一
年)，并享受认养桃树当年所结桃
子50斤，参与活动前100名还有精
美纪念品可领。

北部 泡汤戏水

惠享采摘休闲

天桥区三合生态园假期乐享
农家乐，体验采摘草莓、挖野菜、
赏桃花、观樱桃花，吃手切馅水饺、
炖土鸡、炖大鱼等特色农家饭。

济阳推出花事采摘游、乡村
记忆研学游两大产品共计四条
经典春季旅游线路。清明假期可
以在胜源梨园欣赏千亩梨花，花
海园艺纵览海棠花、迎春花、紫
金花等，如意采摘园采摘“垛石
番茄”，海棠湾温泉度假村体验
温泉洗浴、度假养生，清宁书院、
乐彩农场体验乡村风情。

清明佳节桃李笑
踏青赏花览春色

隔记者 史大玮 通讯员 王亚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伴随着春风、春雨，花开、花落，清明假期悄然而至，泉城济
南也迎来了最绚烂多彩的时节。踏青何必去远方，济南处处藏春色。据济南市旅发委介绍，清明
节期间济南部分景区有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你可以放下平日的忙碌，和家人、朋友一起走到泉
畔、柳下，行至山间、田边，去欣赏“千里莺啼绿映红”的美景，去体验“水村山郭酒旗风”的风情。


	2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