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条精品自驾旅游线路
引领济南全域旅游新玩法

春风和煦，花香四溢。4 月
12 日上午，小雨淅淅沥沥，第 27
届菏泽牡丹文化旅游节开幕式
在曹州牡丹园国花魂广场举
行，千余品种牡丹竞相盛开，突
出菏泽市“一都四乡”文化特色
的 84 项活动相继举办，吸引国
内外大批游客前来赏花游园。

随着文化旅游节拉开序
幕，菏泽市大田牡丹也进入最
佳观赏期。当日，曹州牡丹园
内大田牡丹已进入盛花期，呈
现花海景象。其他各大牡丹园
也陆续迎来牡丹最佳观赏期，
即日起至4月底，都是观赏菏
泽牡丹的好时节。据牡丹专家
介绍，目前菏泽市牡丹已经进
入盛花期，此时降雨、降温，牡
丹花期将有所延长。

菏泽牡丹文化旅游节的
前身牡丹花会始于1992年，今
年已是第27届，为烘托节庆气
氛、扩大旅游产品宣传、展示
牡丹产业的发展成果，4月1日
至5月31日牡丹文化旅游节期
间，菏泽市相继推出系列特色
文化活动，包括2018中国(菏
泽)牡丹产业博览会、菏泽市
第九届农村文化艺术节、鲁西
南记忆民俗文化节、菏泽市第
六届鲁西南鼓吹乐大赛、菏泽
地方戏曲展演等，涵盖经贸会
展、文化展示、体育健身、旅游
观光等领域。 记者 史大玮

去菏泽赏牡丹喽

4月14日，青岛东方影都联
合青岛新闻网举行“青岛东方
影都名仕尊享体验日活动，暨
青岛市自媒体联盟文创基地
揭牌”仪式。来自岛城金融界、
教育界、旅游界、社会名企、全
国几十家主流媒体，以及青岛
市自媒体联盟共300多位名仕，
齐聚西海岸文旅新地标———
青岛东方影都，提前探访青岛
文旅融合的新成果，助力打造
青岛文旅产业。

青岛东方影都高层在致
辞中表示，青岛东方影都是万
达集团打造的全球投资规模
最大的影视产业项目，也是青
岛又一张崭新的城市名片。未
来，青岛东方影都将携手岛城
各界，致力于打造青岛世界级
文旅综合消费品牌；青岛新闻
网副总裁刘亮表示，青岛东方
影都是中国影视产业的航母
级载体，其多业态、“一站式”
文旅综合消费属性，顺应了当
前国际旅游市场的新潮流，为
青岛增添了崭新的亮丽名片，
也为岛城名仕之行带来超凡
体验。

据了解，青岛东方影都即
将于4月28日正式开放营业，青
岛“一站式”亲子家庭休闲首
选体验地也将在西海岸全新
绽放。届时，东方影都将极大
丰富青岛市民的业余生活，满
足各地游客的休闲娱乐需求，
为西海岸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贡献力量。 记者 史大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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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影都
4月28日正式营业

□记者 史大玮 通讯员 王小曼

4月15日，由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山东首个城市自
驾旅游节——2018济南市自驾旅游节在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启幕。
本届自驾旅游节上，济南市旅发委推出多项特色自驾主题活动，
发布了济南十大精品自驾线路，还赠送了自驾线路攻略手册。

泉城济南

十大精品自驾游线路

一、泉水生活体验之旅
1、自驾看点
趵突泉群—黑虎泉泉群—珍

珠泉泉群—五龙潭泉群—大明
湖—护城河—芙蓉街—宽厚里—
恒隆城市综合体—泉城夜宴。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

前往山东省会济南市，导航设置
济南恒隆广场，车辆存放地下停
车场，市区游览建议通过“自驾+
自行车”、“自驾+观光巴士(铛铛
车)”、“自驾车+游船”组合的交通
方式进行深度体验游览，你可以
通过观光巴士(铛铛车)，或摩拜
单车，或护城河游船串联起著名
的泉水景观、古老的泉水老街、
时尚的商业综合体等景观。

3、自驾特色
从观泉、赏泉、饮泉、品泉到

泉水美食、泉水特产、泉水民俗、
泉水产品的外延，从泉水景观到
泉畔生活的全域旅游体验，从白
天的繁华到夜晚的璀璨，充分感
受泉城韵味，体会家家泉水、户
户垂柳的古城特色。

二、南山生态休闲之旅
1、自驾看点
济南南部山区属于泰山山

脉，城市的生态屏障，泉城泉水
涵养区，这里青山幽幽、溪水潺
潺、泉水叮咚、风景如画，是探寻
泉源、回归自然的好去处，南部
山区生态核心看点，七星台—九
如山—红叶谷—四门塔—水帘
峡—九顶塔。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前

往济南南部山区，行进路线可以
导航设置历城区彩石镇中泉村—
玉河泉—拔槊泉—七星台—九如
山—涌泉—避暑泉(苦苣泉)—突
泉—大泉—圣水泉(红叶谷)。

3、自驾特色
自驾走进山里偏僻乡村，在

自驾行进中寻访散落山里乡村
的叮咚泉群，领略南部泉源的魅
力，在村内体验泉水做豆腐、铁
锅泉水炖大骨头等互动活动，留
宿九如山不二木居、拔槊泉廓庐
等高端民宿，观赏泉源代表景区

九如山、红叶谷等。
三、泉水探源望岳之旅
1、自驾看点
驾车穿越被称为济南版 66 号

公路风景线，沿着蜿蜒曲折山路
发现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的美景，
走进山里领略流动风景线，体会
身边熟悉风景。

2、自驾坐标
北草沟(大虎泉)—马家村上

水泉—马刨泉—出泉沟村—扒
山村—马套村—第四峪村(檀抱
泉)—积家峪村(晓露泉)。

3、自驾特色
这条自驾线路毗邻泰山，突

出泰山山脉与泉城泉水的渊源，
以望岳寻泉为主线串联起散落
泰山周边的山村和泉群。

四、亲子研学收获之旅
1、自驾看点
济南市章丘区素有“小泉

城”之美誉，文化底蕴深厚，旅游
资源丰富，境内百脉泉、朱家峪、
野生动物世界、五彩山村等旅游
资源特色突出、亮点纷呈，形成
济南东部特色旅游带。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

前往章丘区，导航设置百脉泉景
区—朱家峪景区—济南野生动
物世界—五彩山村。

3、自驾特色
融合泉水景观、齐鲁第一古

村文化、影视基地文化、亲子互
动等元素。

既能感受泉城泉水的魅力，
也能探寻闯关东拍摄的影视基
地，更能在野生动物世界亲密接
触动物，体验亲子互动欢乐时光。

五、时尚风情乐购之旅
1、自驾看点
省会济南近两年发展迅猛，

新兴旅游业态不断涌现，国际大

型连锁品牌落户济南，城市旅游
功能日益完善，省会城市首位度
得以大幅度提升，核心看点济南
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宜家家
居、奥特莱斯。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

前往济南槐荫区，坐标设置为济
南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游玩
后行驶 9 公里前往济南宜家家
居城，推荐游览时间 2 天。

3、自驾特色
融国内第四代高科技主题

乐园、中国非物质遗产文化、国
际时尚潮流为一体，玩各种乐园
项目、体验传统民俗、逛潮流家
居等，游出特色，玩出花样，享受
自驾时尚主题之旅。

六、访古探幽祈福之旅
1、自驾看点
历史文化名城济南文化古迹

众多，一处处遗址遗迹正在演绎和
传承千年历史，自驾寻古探幽感受
厚重文化底蕴，徜徉在历史长河
中，主要核心是到长清区灵岩寺、
五峰山、大峰山齐长城等景区。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前

往济南长清区，坐标五峰山街道
办事处五峰景区—灵岩寺—大峰
山齐长城景区。

3、自驾特色
自驾拜访感悟之旅，置身在

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拜读中
华历史文化瑰宝，仰望历史文化
遗产的地标，穿越历史年轮，感
知鲜活的历史底蕴。

七、温泉秧歌民俗之旅
1、自驾看点
中国温泉之都、中国鼓子秧

歌之乡，观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鼓子秧歌表演，浸泡华北地区
最大温泉带内，享受天然真温泉

康养休闲时光，核心看点，商河温
泉基地、鼓子秧歌村，推荐特色美
食，商河老豆腐、商河县火烧。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

前往商河县，导航商河县孙集镇
袁窦村，游览 2 个小时，随后导
航前往商河县温泉基地。

3、自驾特色
探寻具有 2000 多年的鼓子

秧歌传统民俗，现场感受锣鼓喧
天、彩旗招展、虎虎生威、龙腾虎
跃热闹场景，下午放慢旅游脚
步，让身心沐浴在自然温泉内，
享受一段悠闲惬意的度假时光。

八、玫瑰阿胶养生之旅
1、自驾看点
中国玫瑰之乡、中国阿胶之

乡，位于济南西部的平阴县云集
众多地方特产，成为济南旅游新
兴名片，核心看点，玫瑰示范园、
洪范池、福胶博物馆。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

前往平阴县，导航坐标玫瑰示范
园—福胶博物馆—洪范池。

3、自驾特色
玫瑰花海、古老阿胶、清冽

泉水，平阴旅游正发挥地域特色
优势，成为集赏泉、观花、品香、
养生为一体的特色旅游目的地。

九、黄河风情水韵之旅
1、自驾看点
黄河景观带、黄河两岸风情、

森林浴场、瓜果飘香，核心看点，
黄河森林公园、鹊山龙湖湿地、黄
河大堤骑游、澄波湖景区、花样农
业、济阳仁风西瓜采摘等。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

前往济南天桥区，导航设置济南
黄河森林公园—鹊山龙湖—澄
波湖—济阳现代农业示范园—
仁风镇西瓜采摘园。

3、自驾特色
黄河风情、周末休闲自驾，

烧烤、骑游、休闲、欢聚，休闲度
假之旅，亲朋好友欢聚之地。

十、冬日滑雪激情之旅
1、自驾看点
济南冬季的赏泉、滑雪、民

俗之旅，核心看点，趵突泉、黑虎
泉、护城河、金象山滑雪场、卧虎
山滑雪场、九顶塔滑雪场、蟠龙
山滑雪场。

2、自驾坐标
自驾爱好者从居住地出发

前往济南市，导航坐标卧虎山滑
雪场—济南金象山滑雪场—九
顶塔滑雪场。

3、自驾特色
冬季的济南云蒸霞蔚，美如

仙境，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泉
城奇观，更造就了独特的小气
候，更适合自驾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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