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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画香山”四季
旅游摄影大赛开幕

一“碎”成名的邯郸东太行,不一样的游山玩水

2018年4月29日，由山东魏
集古村落景区主办，炎炎文化
传媒承办，首届山东青少年电
影节暨“金苗奖”国学电影颁
奖典礼在国家级AAAA 景
区——— 魏集古村落举办。小明
星嘉宾和获奖者从山东各地
奔赴盛典现场，与现场20000余
名观众共同见证光荣和梦想。

据滨州魏集古村落市场
营销部吴登涛介绍，“首届山
东青少年电影节暨少年游国
学电影颁奖典礼”得到了滨州
市旅游发展委、惠民县委宣传
部、惠民县旅游局的大力支
持。本届电影节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舞动金色梦想，
畅想美好未来，用少年梦托举
中国梦。在全省的十多个地市
和地区举办了海选、复赛和决
赛，共有2000余位小演员参与
其中，拍摄周期持续4个月时
间，所拍摄《少年游》系列电影
已经在山东电视台少儿频道、
济南电视台、滨州电视台以及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搜狐
视频等网络平台播出，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最终，最佳男女主角分别
由郝敏行、王宇晗获得，而最
佳男女配角则被崔泽众、高梓
涵拿走，网络人气奖被蔡国政
获得，最佳团队组织奖由炎黄
国学堂夺得。 记者 史大玮

“金苗奖”颁奖典礼
在魏集古村落举办

观竹笋破土 品民俗文化
领略沂南竹泉村红石寨春日风光

游记：五一自驾探秘淘金小镇
五一小长假第一天，我与家

人自驾抵达招远淘金小镇，偏爱
古镇旅游的我早就做好了游玩
攻略，今天让我们“穿越淘金小
镇 亲临金脉传奇”，穿宋服、淘
真金、品民俗、赏绝活吧！

淘金小镇以仿古建筑、场景
再现、特色小吃和游客参与为特
色。由财神殿、淘金体验区、娱乐
休闲区和综合服务区四个功能
区组成，集中展示了宋代小镇矿
工的生产生活、黄金交易和商业
经营活动等，并融市井文化和黄

金文化于一体。淘金小镇不仅重
现了一千年前宋代采金场景、街
景，还以游客参与宋代古法“淘
金”为特色，开展“欢乐淘金”等
游客参与性项目，成为游客体验
古代淘金生活，了解中国古法淘
金工艺的最佳选择。

一入古镇就惊艳了双眼，那
迎风飘扬的宋代古旗，竟让我想
起了“海草”！来吧！一起飘摇吧！

9:30抵达淘金小镇后，我们
一家穿上了免费的宋服，感觉非
常得棒，穿着古装颇有“大家风

范”，如同穿越时空，在宋朝的淘
金小镇品味大宋的繁华。9:45观
看了小镇特有的空竹、晃圈、蹬
伞等杂技表演。在戏台广场观看
了招远太极拳协会拳友们表演
的太极拳，以意带气、以气运身、
内外合一的身心运动仿佛让我
置身于天地之间感悟自然规律
一般。10 : 00我们与招远老干部
局、老年大学的众多旗袍佳丽们
载歌载舞，欣赏了老年人的不老
青春魅力。

到淘金小镇一定要淘金子。

镇长现场撒金之后，我在淘金师
傅的指导下，竟然淘到了3粒真金
颗粒。

“千淘万漉虽辛苦，淘尽黄
沙始见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之后，11:15分，我们抵达了招远
淘金小镇的矿工食堂，听说食堂
内的食材都是山东中矿生态科
技蔬菜基地提供的有机蔬菜，我
们一家三口要了家常油菜、辣炒
鸡块、红烧排骨、炒土豆丝、西红
柿牛腩汤，特别是馒头，吃起来
非常的有嚼劲，竟吃出了小时候
的味道，最后结账的时候花了 86
元，平均一个人 20 多元钱，非常
得划算。 鹰隼

隔记者 史大玮

一提到太行山大家耳熟能
详，但像山东一样，因位处太行
山以东命名的，还有一个地方叫
做东太行。东太行，位于河北邯
郸武安市境内，因所处太行山东
麓而得名，属于丹霞地貌。是一
处集太行山雄、奇、险、峻和巧
石、云海、清幽、变幻于一体的山
岳型自然景区。

据景区负责人介绍，邯郸东

太行景区推出了首届春游踏青
季，包括风光摄影赛、吉祥物征
集、验客大咖体验游、浪漫相亲
游等系列活动。游山玩水的同
时，还能参加活动，万元奖金抱
回家。

东太行景区内旅游景点众
多，峰林、峰海、峰墙、峰柱众多，
形状变化万千，如动物、如神物、
如人物等。著名景点有云端栈
道、太行天瀑、太行一柱、九重天
等等。

其中最大特色为悬崖高空
玻璃栈道，各种脑洞打开的奇思
妙想，让前来“找刺激”的游客尖
叫连连。

东太行玻璃栈道全长266米，
宽2米，栈道围绕山体而建。在你
长吁一口气，安慰自己转过这个
山弯就解脱的时候，迎接你的，
是下一个拐弯看不到头的闪闪
发亮的玻璃栈道。

终于快走到终点的时候，你
会知道什么叫万事开头难，结尾
难上加难。有一块经过特殊处理
的碎化花纹玻璃，在阳光的照耀
下闪闪发亮，等着倾听你有生以

来最大分贝的“妈呀”。
特制玻璃就一格想迈过去？

更刺激神经的事来了，相邻的是
几块具有人体感应功能的碎化
玻璃。你走到哪儿，玻璃碎到哪
儿，并且伴随着“咔嚓”的玻璃碎
裂的声音，声效立体到你已经分
不清碎裂的是玻璃，还是自己片
片凋零的内心。

如果你想在栈道上等天黑
再走，玻璃栈道竟然还有灯！整
座玻璃栈道都经过亮化处理，到
了夜晚通体发光，黑夜走发光玻
璃栈道，体验别样感受。

特色看点

看点一：好山抱好水。
东太行共有两处好水，分别

是高山天瀑、天镜湖。
看点二：云端漫步。
雄壮挺拔的山景配上缥缈

虚幻的云海。
登临东太行，天脊揽胜，云

端漫步，近观苍茫云海，遥看红
日喷薄欲出，染红整片云海。

看点三：栈道探险。
龙头崖彩虹玻璃栈道

1180米高的、国内最长、最大
的U型夜景亮化玻璃栈道。

云际栈道
盘旋于海拔千米绝壁之上，

隐没于奇山秀峰之间。
看点四：换个坐骑腾云驾雾。
吊厢造价相当于一辆奥迪

A6的观光索道你坐过吗？技术是
一流的，速度是飞快的，6分钟内
带你到山顶。修建于悬崖绝壁之
上，东太行三面透明式玻璃观光
电梯接着满足你的大胃口。直线
抬升或下降60余米，比跳楼机高，
比摩天轮快。

精华游路线推荐

路线：索道观光—挹芳亭—
核桃谷—云端栈道—太行一
柱—天镜湖—天脊小吃—云际
栈道—中天门—四方桥—南天
门—索道观光。

耗时：大约 2 — 3 小时。
饮食：可在天脊小吃处尝试

一下武安乃至全国各地精华美
食，好吃不贵，性价比很高。

票价：成人票160/人，门票加
往返索道最低260/人。

隔记者 史大玮

春末夏初的暖风吹过，让竹
林更加青翠，泉水更加清澈，古
村更加秀美；红崖碧水，任你赏
景；露营自驾，带你逍遥；篝火狂
欢，任你自在。

据山东龙腾旅游集团(竹泉
村·红石寨)营销公司副总经理王
洪涛介绍，竹泉村旅游度假区位
于沂南县城北12公里，由山东龙
腾竹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开发，总投资1 . 56亿元。在这里，
泉依山出，竹因泉生。村民绕泉
而居，砌石为房，农耕为业。竹林
隐茅舍，家家临清流，田园瓜果
香，居者乐而寿，是中国北方难
得一见的桃花源式的生活环境。
整个旅游区以沂蒙原生态古村
和沂蒙山乡民俗为资源优势和
文化特色，是具有显著沂蒙特
色、泉乡个性、竹乡景观、农家风
情，融度假、休闲和观光功能于
一体的北方沂蒙山乡综合性旅
游目的地。目前已具备800多人同
时就餐，400个床位和15000人游
览的接待能力。

红石寨旅游景区是山东龙
腾集团继竹泉村之后，在沂蒙山
区投资开发的第二个旅游景区，
是一处集山水生态、历史文化、
山地民居、乡土风情于一体，具
有山水观光、文化体验、汽车露
营、商务休闲等功能的综合性旅
游景区。

该景区分为红石寨自驾游
营地和红石寨水面项目两大区
域。红石寨自驾游营地是全国唯
一的富有乡村特色的自驾游营
地。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专业的配

套设施，打造了一处适合游客观
光游览、休闲度假的专业汽车营
地。红石寨借助自然山势及悬崖
峭壁，有着极好的活动空间。其
临水面崖壁造型奇特，石材突
出，平缓的山势，微红的山石，绿
色的植被，呈现出一幅优美的水
岸风景画；春夏秋三季可观500米
的悬崖瀑布，冬天可观北方特有
的冰挂奇观。
特色民宿

目前景区内住宿包含“竹箨
居”和“红石客栈”宾馆，生态小

院、竹泉村民宿和红石寨木屋
等，各具特色。

景区内住宿实行统一预订，
订房电话：0539-3826666(拨1转竹
泉村，拨2转红石寨)。
特色美食

石磨煎饼、沂蒙全羊、蒙山全
蝎、沂蒙光棍鸡、沂蒙小豆沫香飘
四溢，手工粉皮绿色天然，富有特
色的美食定让您大饱口福！
民俗特产

竹泉村丽水街和红石寨的
红石小镇，街道两旁，隐藏着各
色小店，您可以随意逛逛，老人
仿佛又回到了儿童时代，青少年
见到了真实的历史，他乡的游客
领略了纯朴的沂蒙风情。
交通方式

自驾京沪高速沂南青驼下
沂南县城北行到达铜井镇竹泉
村、红石寨。沂南东方广场公交
站乘3路公交车，可到达竹泉村、
红石寨。
门票价格

竹泉村门票原价98元/人(包
含动物表演、鸟艺表演)，红石寨
门票原价60元/人(包含摩天轮)。

4月28日，2018年“诗画香
山”四季旅游摄影大赛开幕暨
山东省旅游摄影创作基地挂
牌仪式在山东香山国际旅游
度假区举行。

据山东森景旅游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微健介绍，
山东香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内的
香山是莱芜市第一高山，和东
岳泰山一脉相承，傲立于鲁中
地区的连绵群山之中，主峰
918 .7米，因山中盛产香草得名。
作为自然风景区，松树、槐树等
植被密布山间。香山拥有玉皇
极顶、香山行宫、蝴蝶泉、一线
天、十八盘、香山红叶、香山黄
叶、唐朝板栗园、槐香园、万亩
林海草原、岩石地质公园等景
点，更有以天上人家景点九天
大峡谷为代表的九大水系等景
点。香山作为莱芜名山、神山之
一，以其悠久的历史、旖旎的风
光、独特的风姿和气绝云天的
雄伟，受到世人的瞩目。

本次大赛时间从2018年4
月28日起至2019年4月30日止，
大赛总主题为“诗画香山”，同
时还设置了单季分赛主题(分
别为春夏续约、秋染弦音、冬日
雪晴、春色华梦)，面向社会征
集能够突出反映香山四季旅
游美景的优秀摄影作品。大赛
按照“季赛+总评”的模式进行，
每个季度评选一次，最后进行
年度总评选。大赛奖金丰厚，奖
项数量多，可以通过中国旅游
摄影网参赛。 记者 史大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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