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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史大玮

五一小长假马上来临，据气
象部门介绍，这个五一山东多地
最高温将超 30℃，出门游玩一定
要注意防晒。

五一 3 天假期最适合陪孩
子一起去主题乐园逛逛，完成答
应很久的承诺。记者了解到，省
内多家旅行社为迎接五一纷纷

“亮出大招”，组织了丰富多彩的
主题活动，而且青岛万达乐园也
赶在五一前夕开业，为五一小长
假准备了一场游园盛宴。

济南园博园景区

园博园营销经理韩峰告诉记
者，4月28日，园博园完成改造重
新开园，从此将不再收取门票，免
费向游园市民开放。根据园区开
放安全要求，园区主要入口处将
新增客流统计、人脸识别等摄像
机来有效控制入园人数，入园人
数达到上限时会自动报警，园区
将及时启动疏导安全措施。随着
园博园的即将开放，大学生文化
艺术节、钓鱼大赛、龙舟大赛、国
际马拉松大赛、非遗产品展销等
一系列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
当中，届时，将真正打造成长清区
的一张靓丽名片。

济南国际园博园位于济南市
长清大学城，总面积约 5176 亩。
其中湖面面积约 1440 亩，陆地面
积约 3736 亩，是集园林景观、生
态旅游、植物科普、文化博览、休
闲度假、水上游览于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 4A 级国际博览园。

青岛万达乐园

坐落于青岛黄岛区的万达
乐园将于 4 月 28 日正式开门营
业，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万达乐
园开业将由“66小时狂欢”特色
活动拉开帷幕，开业盛典为期三
天，有千人脸基尼跳、影都街舞
battle、女王花车大巡游、冰上芭
蕾、西海岸“泡泡”音乐盛典、青
岛旅游形象大使决赛暨颁奖典
礼等众多特色活动。

项 目 坐 落 于 国 家 级 新

区———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由万
达集团投资超500亿打造，涵括影
视产业园、万达茂、万达乐园、大
剧院、国际秀场、品牌酒店群、游
艇会、滨海酒吧街、国际医院、国
际学校等业态，是全球投资规模
最大的影视产业项目。

融合青岛城市文化打造的
主题乐园包括崂山奇观、德式小
镇两大主题区，拥有17个游乐项
目，包含“世界首台定制式悬挂
过山车”及“世界室内首台垂直
跌落激流勇进”等惊险刺激的项
目，也有旋转木马、摩天轮、小小
驾校等充满童真的设施，无论小
朋友还是大朋友都能找到自己
心头所爱。

优惠活动：
主题乐园：有80元4次票、100

元购买的120元玩乐卡和120元购
买的主题乐园4次卡+电影乐园单
次设备联票这三种票面。

水乐园：通票制，190元/人，
含更衣柜免费使用(本价格适用
日期至6月30日)。

电影乐园：有《龙宫夺宝》
《灵剑封神》两个项目，单项售票
6 0 元 /
人。

跨园联票三种：
电影乐园单项+主题乐园单

次联票，70 元/人。
水乐园+主题乐园单项联

票，190元/人。
主题乐园 4 次+电影乐园单

项联票，120 元/人。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

“自驾来济野，看第二届国
际马戏嘉年华华丽巨献，还可以
参加新生雪虎五胞胎征名活
动。”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宣传主
管郑硕如是说。据了解，4月2日，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的英雄虎妈
妈“冰冰”成功产下五只小虎崽
并全部存活，特别令人震惊的是
五只小虎崽全部为雪虎，这种情
况在国内也是首次出现。为了让
五只小虎崽能够在正式面客的
同时有自己专属名称，景区特推
出了网络征名活动，关注济南野
生动物世界官方微信可进入征
名通道。

济南野生动物
园位于中国济
南市东南的

跑马岭上，距市区 40 公里。在这
里，既能观赏到世界各地的珍禽
异兽，又能领略到不同国家的人
文风情；既能体验到自然原始的
惊险刺激又能享受到现代化的
服务设施。

优惠活动：
针对7座及以下车辆，自驾

团队满10辆车即可享受原价160
元/车，现价80元/车的优惠，车上
游客票价享受团体游门票政策。

招远架旗山游乐园

五一期间，招远市架旗山游
乐园将举办第六届“架旗山五一
欢乐节”大型娱乐活动，招远架
旗山游乐园经理王艳明介绍，本
次活动立足互动性、娱乐性与可
观赏性，着力打造快乐、健康、时
尚、轻松的多彩综艺风格。王艳
明还说，节目形式以文艺演出、
游戏互动、才艺展示为主，突出

“儿童乐园，共庆五一”的活动主
题。届时将为广大游客奉上好听
的歌曲、有趣的游戏、劲爆的舞
蹈及精彩的小儿才艺展示。

架旗山游乐园是由中矿集
团开发建设的招远市首个大型
现代化旅游观光游乐项目。这里
环境优美，风景秀丽，配套娱乐
设施齐全，交通便利，是市民休
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优惠活动：
活动期间所有进园游客，都

可享受新项目“宝贝王国”6折购
票的优惠。凡持架旗山游乐园通
票的游客，更可享受“宝贝王国”
5折购票的最低折扣。

青岛万达乐园
购票攻略

青岛万达乐园即将开业，
目前是整个山东省最大室内
儿童游乐园，恰逢五一小长
假，回想上海迪士尼开业爆
满，游园提前做好价格攻略实
为明智，记者通过青岛万达乐
园工作人员了解到价格攻略，
大家可以早做准备，既能省钱
还能玩的畅快。

首先说主题乐园，实行按
项目和玩的次数刷卡收费：崂
山飞龙、八仙过海、水上漂、翻
滚音乐船、乘风破浪、碰碰车、
一飞冲天、疯狂钟摆等这些明
星项目都是 30 元/次；小朋友
爱玩的项目如：彩球桑巴、花蓝
风车、旋转木马、彩虹快车、啤
酒桶、小小驾校、古堡惊魂、泡
泡球馆基本都是 20 元/次。所
以重点来了：不带小朋友、玩刺
激的买 80 元 4 次票，玩明星项
目就等于省了 40 元；对于带孩
子的，100 元购买面值 120 元玩
乐卡，相当于玩 5 送 1 了。

接着是水乐园，跨园联票
先按下不说，首先泳衣这部分
要省钱当然还是自己带，如果
临时起意想进去玩下，里面也
是有售卖的。其次要知道水乐
园门票、联票都是不含更衣柜
费用的，衣柜 20 元另付。

说起联票，这可是省钱重
头戏！

第一种：电影乐园单项+主
题乐园单次联票，如果除了玩
乐园还要逛街，时间不富裕的
情况下建议选这个，按玩过山
车这种项目算，等于比原价90
元省了20元！其实买这个无论
是同行人手一张还是单人刷双
份都合适。

第二种：水乐园+主题乐园
单项联票，主题乐园的 30 元项
目任意玩，直接省 20 元。

第三种：主题乐园 4 次+电
影乐园单项联票，比较适合带
孩子的家长们，一般都该是两
张打底了，如果孩子能玩主题
乐园明星项目，等于把在乐园
买吃喝的钱省出来啦！

记者 史大玮

20 万黄金将抛撒在淘金河
去招远开启寻金之旅

隔记者 史大玮

4月21日、22日，十余家国内
主流媒体组成的采风团走进招
远黄金博物馆、淘金小镇、架旗
山游乐园、龙湖大酒店及山东中
矿生态科技蔬菜基地，体验了一
场黄金休闲旅游度假之旅。

在黄金博物馆里，记者感受

了几千年来人类掘取黄
金的贪婪和文明发展交
织融合的历史画卷，并
参与了单手抓 25 公斤金
砖的互动体验，并带上
安全帽、穿上矿工衣服、
乘坐小矿车进入了神秘
的 180 矿井，进行了一场
黄金矿井探秘之旅。

淘金小镇是中矿集
团投资的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景区坐落于罗山脚下，
仿照宋代建筑模式，从衙门督
办、镖局驿站，到金铺银库、酒肆
戏楼，完整地展现了宋代时招远
的民俗风情及当时的繁华景象。

“淘金”无疑是景区最受欢迎的
拳头项目。在淘金河中，无论游
客淘到多少黄金，都可以全部带
走。据景区负责人王萍萍介绍，随

着天气转暖，来景区淘金的游客
渐多。淘金小镇景区将在五月份
推出“欢乐淘金月”主题活动，价
值20万元的金沙将抛撒在淘金河
内供游客免费淘漉。

位于山东招远市区西郊的
架旗山游乐园，东临龙王湖水
库，山水相映，由山东中矿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兴建而成。来自济
南的刘先生告诉记者，昨天他们
入住龙湖大酒店，酒店舒适的环
境和温馨的服务让他们全家休
息的特别好，感觉真是拿着三星
级的价格享受着五星级的服务，
今天带着孩子来架旗山游乐园
体验一下儿童乐园、7D互动、过
山车、峡谷漂流等游乐项目，非
常开心，感觉不枉此行。

山东中矿生态科技有机蔬菜
基地不仅为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

司的员工配送有机蔬菜水果，还
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客自驾体验
采摘的乐趣。

“近年来，山东中矿集团加
大旅游板块培育力度，对各旅游
项目进行了重点打造，并深入挖
掘了金都招远的黄金文化。”营
销总监于桂兰如是说。

黄金博物馆、淘金小镇、架旗
山游乐园、龙湖大酒店、山东中矿
生态科技有机蔬菜基地等旅游项
目依托于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
的雄厚实力，“中国黄金第一游”
的旅游品牌正在逐步扩大影响，
为了打造更好的招远黄金文化旅
游品牌，中矿集团旗下的各个旅
游产业也在不断优化自身的管理
理念，以更加科学的经营方式来
创造更高的辉煌。

详细价格：
黄金博物馆：80元/人。
淘金小镇：80元/人。
架旗山游乐园：无门票，按项

目收费。
山东中矿生态科技有机蔬菜

基地：无门票，蔬菜采摘时令价。

4 月 22 日，伴随着绵绵春
雨龙园第二届风筝文化旅游
节开幕。

开幕式上，河东区旅游局
副局长徐文庄在致辞中勉励
各单位要发挥各自优势，尽情
发挥技艺，把本次风筝文化旅
游节办成一个文体旅游盛事。
龙园旅游区总经理李景峰上
台致开幕词，介绍了龙园风筝
文化旅游节的情况并对各协
办单位表示感谢。

据了解，本次龙园风筝文
化旅游节是龙园举办的第二
届风筝节，时间从 4 月 21 日持
续到 5 月 1 日，包括：风筝长
廊、风筝展览、特技风筝表演、
风筝 DIY 等内容，为大家呈现
一场精彩的风筝盛宴。

记者 史大玮

临沂龙园
风筝文化旅游节开幕

青青岛岛万万达达乐乐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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