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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马泉休闲园 梦中的世外桃源
隔记者 史大玮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座城池，
当你想逃避的时候，就会躲进去。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沂蒙马泉，当
你踏进景区的第一步，你就会发
现，这里就是你梦中世外桃源的样
子。整个马泉休闲园依山而建，走
在园区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沁
脾花香。千年古刹观音寺在整个园
区庄严而立；百鸟园里百鸟朝凤，
不时传来阵阵燕语莺声；清澈的湖
水边有时尚的集装箱咖啡屋，下午
三四点钟过来吹着风喝杯咖啡惬
意无比；时令季节过来品尝有机瓜
果蔬菜，喝上一口凛冽甘泉；晚上
下榻木屋别墅或石头屋，能感受到
大自然中生命的意义。我来马泉走
了一遭。

5月12日，2018世界旅游小姐
遇见马泉，沂蒙马泉第三届樱桃
文化节正式开幕。历届世界旅游
小姐冠军悉数到场，与马泉大樱
桃站台推介，进行一场美丽与甜
蜜的邂逅。当天，“花千骨”原唱魏
新雨，“人民的名义”主题曲原唱
许鹤缤，“兄弟抱一下”原唱苏秋
实等众多艺人，为沂蒙老区人民
带来了精彩演出。

沂蒙马泉休闲园营销中心
总经理高海淋告诉记者，来到马
泉你会感受到一种情怀，一种由
内而外的恋家精神，因为园区内
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每一粒种
子都倾注了马泉人的心血，历时9

年多的培育，马泉休闲园已初露
头角，相信这里在所有马泉人的
努力之下会变得更好，给大家提
供一个养生休闲的好去处。

沂蒙马泉休闲园总经理张
在沛在会议中提到，景区以农业
科技示范、有机林果采摘、生态旅
游和休闲度假为主。园区土壤肥
沃，优质的灌溉水源，光照充足，
种植的大樱桃个大，酸甜可口，已
取得有机食品认证。

高海淋告诉记者，今年山东
樱桃市场大幅减产甚至部分地
区颗粒无收。马泉休闲园内的大
樱桃品种相当齐全，但也没逃过
清明冷空气来袭，但是在泠空气
过境时，园区全员上阵，采取多种
办法抵御寒冷，在大家共同努力
之下，保住了部分产量，才使得在
本次樱桃文化节大家能品尝到
可口的大樱桃。

马泉休闲园景区总经理张
在沛介绍，景区按照“一院二站三
中心”的发展规划推进园区建设，
引进院士，发展基因育苗基地，壮
大马泉休闲园樱桃发展实力，始
终走在全国的前列，将承办2020
年全国樱桃大会。

马泉休闲园景区由山东吉
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12亿兴
建，已先后建成：大观音寺、圣山
楼、别墅度假群、桂花园、一味阁、
盛坛、蝴蝶博物馆、月池咖啡屋、
书画院、百鸟园，有机林果采摘园
等一系列景点。景区种植大樱桃、

山楂、板栗、甜柿、葡萄等优质林
果15万余株。

樱桃节期间，精彩活动不断，
除了开幕式的明星表演，硬地围
炉音乐会也将会成为本次活动
的亮点，全程不插电的音乐会在
景区的月池咖啡屋举办，浪漫唯
美的音乐，特色烘焙，冷餐、红酒，
整个会场的氛围将会传达给您
一份轻松惬意的感受。

据了解，马泉樱桃采摘节从
即日起为期一个月，游客不仅可
以采摘美味的马泉大樱桃，还可
体验优质的旅游服务及互动表
演。景区还新增亮点项目“孔雀东
南飞”、“水上飞人”，“鹦鹉长廊”，

“仙鹤园”等。圣山楼高端餐厅、佛
法大观音寺脚下的素食餐厅、景
区行政楼上的旅游特色餐厅可提
供当地名吃青阳炒鸡及各种特色
小吃。特色住宿设施能满足不同
层次游客需求，有干净卫生的快
捷酒店式公寓、独栋特色别墅、田
园休闲日式别墅、圣山楼高档客
房以及特色鲜明趣味盎然的石头
房民宿等多种选择，给您带来更
轻松惬意舒适的度假体验。

据高海淋介绍，接下来一日
听禅，无我茶会、草地瑜伽、樱桃
大赛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也将
与游客见面，欢迎广大游客前来
体验这个不一样的夏天。
怎么玩
怎采摘园

果品采摘园占地2600亩，生
产的“天华源”牌柿子、柿饼、大
樱桃取得有机食品认证。樱桃采
摘期分别在每年5月下旬，柿子
采摘期在每年秋季。
怎木屋别墅

精致优雅的别墅当属马泉
创意农业休闲园的亮点之一，智
能家居、空气热源在别墅的应用

充分体现了现代家居的生活理
念，推窗望去就是休闲园内漫山
遍野的繁花绿树，当属休闲度假
的好去处。
怎“慢时光”咖啡屋

300平方米的二层咖啡屋是用
5个集装箱组合而成，陈设淡雅，布
置精巧，颇具小清新文艺范儿。在
咖啡屋享受慢时光，或发呆，或看
书，仿佛时间为自己停留。
怎水上飞人表演

平静的湖面上突然有人脚
踏水柱、腾空而起，在六七米的
高空盘旋飘舞。这一种让人看呆
的特技在吉利湖上演。
怎么吃

马泉休闲园餐厅提供经典
鲁菜、马泉特色美食及各类海鲜
等美食。可容纳500人同时就餐。
并配有设备豪华的包房10间，每
间可容纳10-20人就餐。

圣山楼1楼多功能宴会厅，
可容纳140人同时就餐，餐厅可
承接60位的自助餐，提供中西结
合的美食体验。
怎么住

马泉休闲园拥有精心设计
装修的高档客房、木屋别墅、独
栋别墅、石头房。客房配有舒适
的睡床，智能化家居，红木家具，
分离式花洒和浴缸，超清晰平板
数码电视，国际卫星频道，免费
高速宽带无线有线网络连接，给
您在享受马泉优美风光的同时
感受家的温馨。
怎么去

地址：临沂市沂南县铜井镇
马泉山。

自驾线路：沿229省道至沂
南沂水交汇处向西3公里。

门票：50元/人，儿童身高1 . 2
米以下免票；70(含)周岁以上老
年人、残疾人凭有效证件免票。

隔记者 史大玮

5月12日，2018诗画香山首届
香山自驾旅游嘉年华启动仪式在
山东香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幕。

开幕式上，莱芜市雪野旅游
区旅游局局长陈传收致辞介绍
了雪野旅游区的旅游资源、旅游
产品及线路，他表示雪野旅游区
的旅游空间十分广阔，希望通过
此次自驾旅游嘉年华活动，能让
大家更深入的认识雪野旅游区、
了解雪野旅游区的旅游资源，更
好地体验个性化、时尚化的生态
自驾休闲之旅。

春夏之交的香山，郁郁葱
葱，风光旖旎，漫山遍野的牡丹、
槐花迎风开放，令雄伟壮观的香
山多了几分秀丽与妩媚。启动仪
式结束后，2018诗画香山首届自
驾旅游嘉年华活动暨百万人游
香山活动正式启程，来自各地的
自驾车车主以及媒体记者，在香
山旅游度假区进行了深度体验。

莱芜香山雄踞于莱芜西北
部的大王庄镇境内，是山东香山
国际旅游度假区的自然风景区
之一，是莱芜第一高山，和东岳
泰山一脉相承。

山东香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作为自然风景区，植被密布山

间，拥有玉皇极顶、香山行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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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屋仙境等景
点，更有以天上人家和九天大峡
谷等为代表的九大水系等景点；
因山中盛产香草而得名，更有
300亩天上牡丹，万亩槐花谷，雍
容华贵，香酽醉人，可以说一步
一景，似漫漫展开的浓彩画卷，
美不胜收。

春赏繁华惹人醉。每到春
天漫山遍野的桃花、牡丹、芍
药，争奇斗艳，整座香山沐浴在
百花的芳香里，浪漫十足；夏入
峡谷水清凉。烈日炎炎，香山就
是鲁中地区的避暑胜地，听着
滔滔的峡谷呼啸，吹着清凉的
山风，惬意自然；秋色迷醉诗意
生。秋风袭来，野菊泛黄，和着
雪野湖的轻雾，整座山徜徉在
如梦如幻的仙境里，成为摄影
师追梦的人间胜景。冬日的香
山又是另一番美景，不仅仅是
那压弯枝头的白雪让你迷恋，
还有那雪野晨风里的浓重水
汽，也让山谷挂满了童话般的
雾凇，岂止一个美字了得。

近期，景区将新建立足于
“诗画香山”座落于“九天画廊”
入口广场的梅香园，它是集森林

康养、森林教学、休闲养生度假
等娱乐设施为一体的多功能综
合体。它依拂于“香山大佛”怀抱
中，呼吸于山林、仰望了山水，这
优雅古典的建筑艺术与大自然
的和谐才有了她的灵气。
皂景区地址：山东省莱芜市雪野
旅游区大王庄镇。
皂乘车路线：

1 .公交出行：
在莱芜长途汽车站内乘坐

K206路终点站下车，转至龙尾小
公交进入景区。

2 .自驾出行：
①莱芜北出口，经汇河大

道，S244到大王庄镇政府驻地进
入景区。

②泰莱高速杨庄出口，沿
S244直行到大王庄镇政府驻地
进入景区。

③济青南线雪野出口，房
干方向行驶5 . 5公里左转沿S244
直行到大王庄镇政府驻地进入
景区。

④市内驾车经莱城大道、汇
河大道、S244到大王庄镇政府驻
地进入景区。

成人门票80元/人，儿童身
高1 . 2米(不含)以下免票；70周岁
(含)以上老年人、军人、残疾人、
记者等凭有效证件免票。

记者5月11日从滨州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获悉，备受关注
的“滨州人游滨州”旅游年卡定
于5月19日上午在魏集古村落
举行发布仪式。届时，魏集古村
落景区将全天免费向滨州市民
开放。

目前，由滨州市旅发委主
导，滨州日报社承建的“滨州人
游滨州”旅游年卡系统已经测
试完毕，并完成全市20余家收
费景区的入驻，正式发布后，市
民可通过微信搜索关注“滨州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公众号，进
入旅游年卡小程序办理注册。
注册成功后，即可在相应景区
享受票价折扣。

据了解，5月19日正是中国
旅游日，在举办旅游年卡发布
仪式后，将开展“滨州人游滨
州”旅游年卡特惠日活动，魏集
古村落景区免费向滨州市民开
放一天。 记者 史大玮

“滨州人游滨州”
旅游年卡5月19日发布

走进诗画香山 赏天上人家万亩花海
首届香山自驾旅游嘉年华启动

5月13日，烟台姊妹花母亲合
唱团登上首次亮相烟台精华海
岸的主题游艇——— 寻仙107，陪她
们度过了一个特殊而难忘的母
亲节。母亲合唱团更是在主题游
艇的甲板上高唱《大海啊故乡》、

《谁不说俺家乡好》，祝福大海母
亲，歌颂烟台故乡，也是对寻仙
107主题游艇的美好祝福。

伴随着妈妈们的美妙歌
声，由烟台新绎旅游斥资600多
万全新打造的99客位高端主题
游艇——— 寻仙107首航仪式在
旅游大世界崆峒岛游船码头举
行。航行于烟台精华海岸的寻
仙107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外形
与亮眼的明黄色船体吸睛无
数。99客位的超大空间、全景式
玻璃幕墙、超大近水甲板，让游
客置身其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大海的辽阔与魅力。寻仙107不
仅能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大海的
景色，船内的娱乐设施也一应
俱全：VIP包厢，移动式KTV，
让旅途常伴歌声，欢乐而惬意。

寻仙107主题游艇将会投
入到崆峒岛登岛航线运营中，
助力崆峒岛生态游。崆峒岛是
距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也
是烟台市区唯一未被开发的原
生态海岛。崆峒岛自然资源得
天独厚，拥有天然的粉贝海滩
和湛蓝海水，主岛周边围绕着
形态各异的岛屿：龟岛、天鹅
岛、马岛、蛇岛等，无一不彰显
大自然对崆峒岛的垂爱。

记者 史大玮

烟台首艘主题游艇
寻仙 107 亮相崆峒岛

5月13日，由邹城市旅游局
和山东大地旅游营销策划公司
主办的“研学山东”之“万名学
子孟子修学游”启动仪式在孟
子故里邹城市的孟庙广场隆重
举行，300多名来自各地的学子
和研学机构、研学专家、研学导
师、旅行商代表、新闻媒体等共
计50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济
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调研员
张兴春、邹城市政府副市长吴
婧等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

山东大地旅游营销策划公
司、山东国信国际旅行社董事
长张晓国代表研学活动旅行商
发言，发布了“研学山东”系列
产品，并对“笛声研学杯”研学
纪行征文大赛活动做了介绍。

启动仪式的成功举行，标
志着“研学山东”之“万名学子
孟子修学游”活动拉开了大幕。
山东大地旅游营销策划公司将
联合邹城市相关部门和企业，
深度挖掘邹城研学资源，开发
系列研学产品，并与重点旅行
商和研学机构密切合作，把“孟
子修学游”产品推向全国，并依
托孟子思想、孟子文化、孟母三
迁、峄山传奇、梁祝故事、上九
古村、四山摩崖、邹东深呼吸等
邹城丰厚的文化积淀和自然资
源，推动邹城全域旅游发展。

记者 史大玮

“万名学子修学游”
在邹城盛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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