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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史大玮

说起莱芜大家都不陌生，从
济南开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可到
达，美丽的自然景观、深厚的文
化底蕴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
光旅游。

到了莱芜，可以在航空俱乐
部和雪野垂钓公园，可以体验游
船、皮划艇等运动休闲项目，近距
离感受初夏雪野湖碧波万顷、湖
光山色的魅力；在齐长城锦阳关、
卧云埔景区和多福砚博物馆，可
以亲身触摸穿越千年的齐风鲁
韵，感受“长城故乡·多福之地”的
厚重文化底蕴；在房干九龙大峡
谷和香山槐花谷，峡谷流深，花香
四溢，一片诗情画意；在利和庄
园，果蔬采摘正当时，采风团成员
躬身园中，回归乡村田园生活；在
棋山，采风团坐索道、吃炒鸡，触
碰味蕾，尽享美食之旅。
皂雪野湖景区

雪野湖景区位于莱芜市区

北部25公里处，原名雪野水库，
建成于1985年，为山东省大型水
库之一，水面约14平方公里。雪
野湖景区是1993年进行旅游开
发后，以湖山垂钓，水上游船观
光和“雪野鱼头汤”为旅游特色
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湖东马鞍山
和湖西悬羊吊鼓山已得到初步
开发，因此，湖区路边经济活跃，
已建成大小宾馆、饭店30多处。
皂卧云铺景区

卧云铺位于山东莱芜市莱
城区茶业口镇，是山东首批传统
村落之一。因其村庄位于泰山霹
雳尖悬崖的中间，海拔在600米
左右，村庄长年被云雾覆盖，人
躺在床上就好像躺在云彩上一
般，所以小村取名卧云铺。

卧云铺的村民常年耕种山
上的土地，用以自给自足；常年
饮用七星井水，村民少有病痛；
村中屋子都是用“十八行子”砌
成，坚固耐用。
皂房干九龙大峡谷

九龙大峡谷南北走向，九曲
十八弯，全长约10公里，峡谷中
奇峰突兀，瀑布流泉、深沟绝壑、
怪石峥嵘、古树参天、奇花异草，
堪称仙境奥域，素有“小三峡”之
美誉。有远近闻名的黑龙潭和明
丽妩媚的九女潭。有众多的人文
景观和自然景观，整个峡谷使人
感到神秘而奇奥，无不引发游人
探究兴趣。
皂棋山国家森林公园

棋山自然景色优美，人文古
迹荟萃，莱芜古八景之一“棋山
柯烂”坐落于此。棋山有两峰，惯
称“南大顶”、“北大顶”。“南大
顶”上有“望海石”。立其上望旭
日东升，可见远处银光似波，据
说这是望到了东海。望海石西面
的悬崖处有一石洞，这就是民间
传说的“雪蓑洞”。
皂云台山

云台山原名归寨山，位于牛
泉镇南部，海拔 578 米，山顶有
一平台，当有云雾缠绕山间时，
必定下雨，所以又叫云台山。云
台山已于 2002 年被评为省级森林
公园，这里周围有鹁鸽洞、碧霞
元君行宫、黄巢落马处、一步三
眼井等多处自然、人文景点。

5月18日，“清凉一夏”沂
南县夏季全域旅游推介会召
开。集中发布7大新业态景点4
条精品夏季游线路。

本次推介会紧密结合中
国旅游日“全域旅游 美好
生活”主题，是沂南县5 . 19中
国旅游日活动的重要系列活
动之一。

推介会上，智圣汤泉、竹
泉村·红石寨、沂蒙红色影视
基地、马泉休闲园、林海花田
等旅游景区分别进行了温泉
水上乐园、最美乡村清凉戏
水户外露营、沂蒙红色研学
旅行、樱桃采摘节、滨水民宿
度假等夏季旅游产品推介。

沂南县旅发委发布沂蒙
红色研学游、“清凉一夏”亲
子休闲游、“醉”美乡村休闲
游、禅修养生游四条夏季精
品全域旅游线路。与此同时，
集中推出智圣汤邑小镇、朱
家林创意小镇、物候园、林海
花田、布拉格香草园、六棵树
仙果农园、新立苹果乐园七
大旅游新业态项目，七大项
目包含休闲采摘、农业科普、
滨水垂钓、户外拓展、精品民
宿、文创社区等多种新兴业
态，对构筑“一核五带八大综
合体”全域旅游空间格局起
到重要支撑作用。

记者 史大玮

沂南县推动全域旅游
发布 7 大新业态景点

触摸“长城故乡”——— 莱芜

5 月 20 日，由新泰市人民
政府、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
主办，新泰市旅游局和大众网
承办的 2018“我心目中的莲花
山”微视频大赛在新泰莲花山
景区正式启幕。

近两年，新泰莲花山景区
不断扩容提质，旅游新业态快
速发展，构建“旅游+”融合发展
格局，全域旅游不断发展。为丰
富完善莲花山内容库建设，展
示新泰莲花山的旅游形象和文
化内涵，特此举办本次活动。

大赛要求主题突出“养心
祈福”，围绕新泰莲花山旅游新
业态、养心祈福等内容制作，作
品要求拍摄莲花山当地的风土
人情或当地历史故事。故事片、
纪录片、风光片等题材不限，亦
可以旅游趣味短视频、延时小
视频、航拍风光等表现形式进
行拍摄。

据介绍，5 月至 11 月，以高
校联合、定向邀请、社会公开招
募等多种方式对微视频作品进
行征集。2018 年 12 月 1 日前，将
报 名 表 和 作 品 打 包 发 送 到
lydzwww@163 .com，12 月 15 日
之前，组委会将通过初选、网络
评选和终审，评选出综合奖和人
气奖两大奖项。奖金设置为综合
奖一等奖 1 名 10000 元、二等奖
2 名 5000 元、三等奖 3 名 3000
元，人气奖一等奖 1 名 5000 元、
二等奖 2 名 3000 元、三等奖 3
名 2000 元，优秀奖若干，可以获
得精美礼品和景区门票。

记者 史大玮

“我心目中的莲花山”
微视频大赛正式启动

5月21日，2018中国旅游日
枣庄主题活动暨“飞越福地山
亭杯”航拍大赛颁奖仪式18日
在山亭汉诺庄园举行。

山亭区委书记毕志伟在当
日致辞时表示，近年来山亭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全域旅游
发展，依托深厚的人文历史底
蕴和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以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
标，全力推动旅游业发展，建成
抱犊崮、熊耳山、翼云部落、汉
诺庄园等国家 4A 级、3A 级景
区 9 处，省级旅游强镇 10 个、
特色村 36 个，省级“好客人家”
星级农家乐 113 家、乡村民宿
51 家，形成了“龙头带动、多点
开花”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枣庄市旅服委主任王明鹏
告诉记者，下一步，枣庄将紧抓
新旧动能转换历史机遇，大力
发展全域旅游，打造“山水呼
应、人文交融、全域覆盖、悠游
枣城”的旅游产业发展格局；推
进微山湖红荷湿地旅游区、抱
犊崮国家森林公园·熊耳山国
家地质公园争创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并以“中国旅游日”主
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快该
市旅游业健康、快速、协调发
展，不断提升枣庄品牌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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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黑龙江感受
“大森林里的小夏天”

隔记者 史大玮

提到黑龙江旅游，大家首先
想到的是冬季到亚布力滑雪、哈
尔滨赏冰雕等，其实夏季去黑龙
江也有很多别样玩法。

5月21日，黑龙江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主办的“大森林里的小
夏天”2018黑龙江夏季旅游推介
会在济南举行。

本次推介活动亮点突出，首
映中国首部“旅游+人文”情感故
事片，发布“黑龙江夏季旅游微
度假小产品”，先后以创新的营
销模式和主题产品“吸睛”客源
地人群，开启“大森林里的小夏
天”旅游季。

黑龙江省旅游委副主任侯
伟告诉记者，生态是宝藏，文化
是灵魂，旅游是载体，我们一直
在想，如何更好地向游客讲述黑
龙江的故事。以人为本，黑龙江
旅游最好的故事就是游客的经
历和体验，最美的风景就是游客
的口碑和记忆。

记者在推介会现场了解到，
今年夏天，黑龙江省持续打造

“我和动物做朋友”亲子主题旅
游产品，产品以博物体验为方
向，融合黑龙江夏季森林、湿地
等自然生态元素以及多样动物
资源，从观赏性、娱乐性、教育意
义方面给小朋友们带来乐趣以
及环保生态文明教育。

摄影达人路中华说：“去年
与儿子参与了‘我和动物做朋

友’之旅，孩子们在旅程中的见
闻与亲自写下的图文日记，对他
们来说无比珍贵，孩子们从中获
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黑龙江省是中国纬度最高
的省份，全省国土面积近一半被
森林所覆盖，有“天然氧吧”之
称，这里夏季平均气温20℃左
右，且湿度适中，又被誉为“天然
空调”，被公认为是消夏纳凉、休
闲度假、养生养老的避暑胜地。
皂镜泊湖·世界地质公园

镜泊湖是中国最大、世界
第二大高山堰塞湖，位于中国
黑龙江省宁安县境西南部的松
花江支流牡丹江干流上，距宁
安城50公里，海拔351米。是著名
旅游、避暑和疗养胜地，全国文
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国家重

点风景名胜区，国际生态旅游
度假避暑胜地。
皂北极村·北方第一哨

北极村地处黑龙江省漠河
县，是中国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
点，也是中国最北的城镇。凭借中
国最北、神奇天象、极地冰雪等国
内独特的资源景观，与三亚天涯
海角共列最具魅力旅游景点。
皂锦河大峡谷·综合性旅游景区

锦河大峡谷位于黑龙江省
黑河市西南部、小兴安岭东麓，
距离黑河市区13公里。地处黑龙
江支流石金河中游，长约10公
里，峡谷最深处达100多米，独特
的山势与河流切割形成两个弯
曲的、形如“Ω”符号的峡谷。
皂兴凯湖·东方夏威夷

兴凯湖，史书记载，唐代称为

湄沱湖，以盛产“湄沱之鲫”驰誉；
又因湖形如“月琴”，故金代有“北
琴海”之称；清代后改为兴凯湖，
兴凯湖是中俄边界上的浅水湖。
皂扎龙自然保护区·中国首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中国最大、世界闻名的扎龙湿
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
南30千米处。总面积21万公顷，
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也是世
界最大的芦苇湿地，被列入中国
首批“世界重要湿地名录”。
皂太阳岛·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太阳岛坐落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松花江北岸，总面积为88
平方公里，其中规划面积为38平
方公里，外围保护区面积为50平
方公里。太阳岛是一处由冰雪文
化、民俗文化等资源构成的多功
能风景区，也是中国国内的沿江
生态区。
皂明月岛·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月岛位于齐齐哈尔市区
西北七公里处，是嫩江上的一座
四面环水的江心岛。它形同一弯
明月倒映在嫩江江水之中，故取
名“明月岛”。岛屿地势蜿蜒起伏，
草甸、沼泽错落，两条小河和5个
岛中湖点缀其间，500余种植物和
15万株树木覆盖着连绵沙丘。
皂羊草山·雪乡最高的一座山

羊草山位于黑龙江海林市
长汀镇双峰林场“中国雪乡”景
区内，最高峰为骆驼峰，海拔
1235米，离居住地先进沟约4 . 5公
里，据介绍是雪乡最美丽的景点
之一。因在这茫茫的原始森林中
它却以山顶树少草多而得名。
皂汤旺河石林风景区·中国第一
个被批准的国家公园

汤旺河石林风景区位于伊
春市汤旺河林业局西汤路二支
线3 . 5公里路南150米处的一片密
林中，平地拔起高大雄伟的块块
花岗岩石，其形似柱，称为石林。

山亭区在中国旅游日
举办航拍主题活动

齐齐长长城城锦锦阳阳关关

黑龙江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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