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刘 兵

6月7日至8日，好客山东十大文化旅游
目的地品牌全媒体宣传营销活动走进“鸢
都龙城”，探访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两
座城市——— 青州和诸城。作为两座旅游资
源丰富的城市，青州和诸城的自然和人文
旅游资源优势明显，特别是研学资源在省

内更是有名。他们积极打造研学旅游路
线，以此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全域旅游发
展。

每到节假日和寒暑假，诸城恐龙国家
地质公园内的研学游客络绎不绝，场面火
热。记者在现场看到，诸城恐龙国家地质
公园推出的“小达尔文恐龙探秘”活动吸
引了众多小朋友的兴趣，他们在专业人员

的指导下，自己动
手体验发掘恐龙化
石的乐趣。

诸城是闻名的
“中国龙城”，据
了解，该市发现的
恐龙化石点多达30
处，先后出土并命
名了巨型山东龙、
巨大诸城龙、诸城
中国角龙、意外诸
城角龙、巨型诸城
暴 龙 等十多 个 恐
龙 新属种 ， 拥 有
世界 最 大 规 模 的
恐 龙 化石群 、 恐
龙 足 迹 群 和 最 高
大 的 鸭 嘴 龙 化石
骨 架 等 多 个世界
之 最 ， 被 誉 为世
界 恐 龙 化 石 宝
库。

“我们借助恐龙化石骨架群展示、地
质遗址展示、3D影视动漫展示等形式，开
展科普研学旅游，努力将其发展成为旅游
业的龙头。”诸城市旅游局局长孙加军介
绍，除了恐龙，诸城还利用尖端科技体验
增色彩，特色文化教育添活力。迈赫机器
人大世界、超然台等景区的研学游客也成
为暑期游客主体，研学旅游成为诸城市旅
游发展的新高地。据初步估算，仅该市年
可接待研学游客就达130万人次，拉动旅游
消费约7亿元。

而在青州，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更加明
显。作为“古九州”之一，青州有着7000
多年的发展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
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北辛文化、龙山文
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址有270多处，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3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1处。范仲
淹、欧阳修、郦道元、黄庭坚、李清照等
历史名人都曾在此生活栖居。青州拥有全
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之一的昭德古
街、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发
现”之一的龙兴寺佛教造像、全国首家县
级综合性国家一级博物馆——— 青州博物
馆，国家级、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48项；民间文化瑰丽多彩，石雕、古玩、
根雕、红丝石等民间文化艺术收藏创作异
彩纷呈。如此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该
市开展研学旅游奠定了基础。

目前，“青州古城旅游区”已成功创

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古城带动，全域锦
绣。近几年到过青州旅游的人都知道，青
州的城市内涵更加丰富了，外延也更加扩
大了。“这得益于‘景美、城古、寺幽、
花香、文祥’的资源优势，再加上已经形
成的全域旅游格局，让青州旅游的品牌形
象不断提升。”青州市旅游局局长刘元德
表示。

“鸢都龙城”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的
打造，需要青州和诸城等城市联手，两城
市重在发挥各自旅游资源优势。据了解，
目前青州正充分发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书画）之乡、中国长
寿之乡等品牌优势，将文化产品做成旅游
项目，提升旅游文化品质，文化成为青州
旅游的强大“吸引物”。目前正在打造古
城文化、宗教文化、翰墨文化、廉政文
化、孝德文化为主要元素的文化体验和研
学旅行目的地，促进文旅融合。

而诸城在“鸢都龙城”品牌打造中，
则以展现恐龙世界奇观为重点，打造恐龙
遗址遗迹展示、恐龙科研体验、恐龙文化
小镇、恐龙主题娱乐、恐龙文化创意等系
列产品，并与昌乐远古火山口群、临朐山
旺镇“梦幻火山”一起打造以研学修学为
主的地质科普科考体验经典产品。目前，
他们已经打造出独具特色魅力的“诸城恐
龙之旅”，向游客展现不一样的“恐龙观
光之旅”，并逐步带动其他旅游产业的发
展，助力该地全域旅游建设。

□ 本报记者 刘 兵

世外桃源乐瞳村、博大精深的人立琉
璃、世界首例无背索斜拉玻璃桥、源远流
长的齐都文化……6月6日至7日，记者跟随
好客山东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全媒体
宣传营销活动走进“齐国故都”。在这片
具有丰厚历史底蕴的土地上，淄博基于自
身优势，积极打造乡村旅游、工业旅游、
研学旅游等一系列新业态，焕发“齐国故
都”的新魅力。

高端乡村游升级休闲农业

伴随市场需求的发展，乡村旅游目的
地建设迅速，但也不乏出现一些“粗制滥
造”。如何满足旺盛需求的同时，又能提
供周到的乡村旅游服务，淄博博山区乐瞳
村打造的高端乡村游是一大亮点。

白墙灰瓦、庭院砖墙、花架石桌、喷
泉跌水……乐疃村位于博山城西南3公里
处，村内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文及自
然景观众多。这里的农家乐保留了旧房时
的结构，每间卧室里都配备了独立卫浴
间、空调、地暖，厨房里油盐酱醋一应俱
全。此外，记者注意到，每间卧室还配有
温度计，这个细致入微的细节，让入住的
游客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乐疃村一直将“要休闲，到乐疃”当
作发展目标，将“赏农家景、住农家院、
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当作口
号，使慕名而来的游客都能享受到最独特
最舒适的乡村旅游体验。游客入住乐疃农
家乐后，可以上山感受山居静谧、垂钓野
趣，也可以去报恩寺接受心灵洗礼，还可
以去农家菜园采摘新鲜蔬菜，然后亲自下
厨烹饪一桌山乡野味。

据了解，目前博山区已形成以中郝
峪、乐疃、朱南、聂家峪、上小峰、泉
子、南沙井、上瓦泉、天东、西厢等村落
为代表的乡愁怀旧游品牌，正逐步将当地
的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光彩琉璃激活厚重工业旅游

世界琉璃在中国，中国琉璃在博山。
淄博博山是琉璃的故乡，中国琉璃的起源
地。世界唯一的“琉璃时光隧道”、琉璃
宫、琉璃花园，这些都在博山人立文创琉
璃艺术馆。该馆以展现博山陶瓷琉璃文化
为主题，打造的这些产品都极具琉璃文化
艺术特色，实现现代生态文明和传统文化
环境相融合，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厚重历史的琉璃文化，带来文雅的艺
术熏陶。在China琉璃小镇，游客可以近距
离体验博大精深的琉璃文化，一件件琉璃
作品在艺术家的手里成为精品。“为了让
游客体验琉璃制作过程，我们还在生产车
间预留了参观走廊，并开设制作课堂。很多
小朋友也加入进来，学习工艺，继承传统。”
人立文创琉璃艺术馆负责人焦新介绍说。

淄博旅发委副主任荆茂彬介绍，淄博
本身具有厚重的工业底色，具有工业游的
优势，他们正实施“旅游+工业”战略，
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将陶瓷等工业发展为
文化创新产业。

大项目为文化旅游铺好路

在全新的齐文化博物馆，文物与文化
的结合成为该博物馆的一大看点。让文物
活起来、动起来，是齐文化博物馆布展、
解说以及背景图案布置想要达到的目标。
在这里，游客可以见到2400年前齐国的

酒，还有齐国的丝织品“齐纨”、铁器，
更有数不尽的青铜器和齐地出土的石像。
根据考古发现，博物馆复原高达7米的城
墙门，将再现齐国的高墙大屋。值得一提
的是，大门的门环就是当初的原物。

齐文化源远流长，是齐鲁文化的重要
一脉。作为齐国都城，淄博正把握机遇，
建设文化大项目，大力开展研学旅游，助
推当地全域旅游的发展。规划建设和完善
提升齐国古城、齐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等
项目，提升“一城二十馆”和齐文化旅游
节，加快齐文化从文物观光向文化旅游体

验转变，这是淄博旅游规划实施的“齐文
化核心区旅游提升工程”，是对当地旅游
发展的新定位。

“为了把齐文化研学旅游推出去，我
们升级营销创新工程。实施政府宏观宣
传、企业微观跟进的营销战略，坚持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走出去’与‘请进
来’、线上营销与线下推广相结合，立体
化开展宣传营销。重点把‘齐鲁文化旅游
线’培植成为山东旅游线路的主体品牌、
世界旅游的名牌产品。”淄博市旅发委主
任张守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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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烟台讯 6月16日，37°梦幻海水乐园2017年度盛大

开园，“山东最大的3D立体画”也揭开其神秘面纱。据介
绍，本次3D立体冰雪城堡画作由中国著名的绘画师姜昌帅
及其团队耗时近1个月完成。

“3D立体画又称三维立体画，因其逼真的画面和强劲
的视觉冲击很受大众欢迎。普通的3D作品面积较小完成起
来相对容易，而本次37°梦幻海的3D冰雪城堡作品可以称得
上是难上加难的巨作，不但要注重每一个画面的3D透视效
果，更要兼顾整体画面感。由于尺寸太大，我们只能采用一
人指挥一人作业的团组工作方式。”姜昌帅介绍说。

来到37°梦幻海水乐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近千平方
米的蓝色城堡，雄伟的阵势，逼真的画面，瞬间将人带入凉
爽的冰雪世界。据悉，活动当天，该园区还举办了有趣的千
人泡泡party，为游客送上冰爽的游玩体验。

□刘兵 于鹏 报道
本报沂源讯 6月6日，国内首个“艺术活化乡村”项目

落户沂源，未来这里将成为游客看山、望水、忆乡愁的特色
小镇和美丽乡村。

据了解，“艺术活化乡村”项目将通过与法国著名建筑
大师保罗·安德鲁合作，在龙子峪村启动“乡土复兴与文化
重塑”项目，结合乡村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蕴含的艺
术开发价值，对乡村进行艺术重塑与乡土的综合复兴与文化
生态保护。该项目将从市场角度出发，用艺术的眼光、设计
的手段，把深藏于乡村的老时光重现在众人眼前，让人们能
够切实地感受到美丽乡村的民情文化，以此保护乡村文化，
复兴乡村文明，活化乡村旅游产业。

据悉，从现在开始到9月份，保罗·安德鲁将主导投入研
究力量对项目地进行生态、艺术和文化的综合调研，并与当
地政商力量协同规划该项目方案。预计到2020年完成各项规
划，形成可复制的项目示范。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李峰 报道
本报高青讯 “林囡，你今天都采摘了些啥？看看我的

丰收果。”日前，来自张店的两个三口之家来高青游玩。启
程回家，两家人打开轿车后备厢相互炫耀。西瓜、甜瓜、鲜
桃……小小后备厢里塞满了五颜六色的新鲜农产品。

高青县旅游局副局长牛国辉说，为迎合周边游客需求，
该县启动了“高青农产品采摘季‘后备厢工程’”，着力打
造品质优、服务好、讲诚信的星级采摘园，筛选出14家五星
级采摘园连同景点一并推介。“四季采摘不落季，后备厢香
满载归”成为游客采摘游的真实写照。受益于“后备厢工
程”，各采摘园也都赚个盆满钵满。高城镇惠民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靠游客采摘年销售农产品5吨，实现产值45万元。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陈曙剑 报道
本报曲阜讯 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

造儒学经典品牌，6月8日，“2017论语大会”启动仪式在国
家4A级景区曲阜孔子六艺大剧场举行。

据了解，在成功举办了“2016论语大会”的基础上，今
年这项赛事将进一步改进提升，采用更加灵活新颖的方式普
及《论语》的知识点，通过主题演讲、脱口秀、现场表演等
形式，联通古今，让《论语》知识活学活用，同时也让传播
更加生动和广泛，产生更多的现实指导意义。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记者从文明旅游工作联席会议上了

解到，济宁市将建立文明旅游奖惩制度，对不文明行为追溯
游客和导游、领队的双向责任。对出境游、国内游中影响恶
劣的不文明行为记录在案并进行曝光；对不履行职责的旅行
社和导游、领队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整改；对于因导游、领
队未尽到责任，被媒体曝光，在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将依
法取消其导游、领队资格，并追究所在旅行社的责任。同
时，对认真履行职责，组织游客文明旅游的旅行社和导游、
领队要给予表彰奖励。

此外，济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还印发了《旅游系统文明
城市创建“百日攻坚战”行动督查方案》，抽调任城区、兖
州区、高新区及太白湖新区旅游部门人员对所涉及的142家
旅行社及分社、营业部，15家星级饭店、11家A级景区开展
拉网式检查。对发现问题较多或整改不及时的企业，严重的
给予取消A级、星级资格和旅行社经营许可的处理。

■好客山东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采风行

齐国故都：新业态提升文化魅力

鸢都龙城：研学资源盘活全域旅游

近日，针对大学生旅游，我省不少城市的
景区推出有力度的优惠政策。大学生只需持
学生证，即可获得相应的优惠。为方便大家出
行，本报先期整理部分优惠政策供您参考。

济宁市

各景区针对学生团队门票半价优惠；三
孔景区对全国教师门票免费，对孔姓后裔门
票免费，持续开展“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
孟庙、孟府景区对全国大中小学师生门票免
费；曲阜明故城常规性开展开城仪式和关城
仪式表演，孔庙大成殿举办祭孔展演，孔府后
花园每天上演六场戏曲；邹城市打造“教子有
方·游学邹城”孟子修学游品牌，首次推出“十
八岁的选择——— 我的成人礼”私人定制版活
动；济宁颜翰博府、儒源儒家研学基地、曲阜
孔子文化学院、邹城孟府习儒馆、梁山水浒酒
文化体验馆等推出暑期研学游。

泰安市

泰山景区：“好客山东国际大学生旅游
节”期间对大学生本人持学生证实行60元/人
的优惠票价。

泰山天颐湖景区：学生凭学生证、准考证
等购票享受优惠。“泰山花海+摩天轮”联票，
即日起至7月8日学生价仅需50元/人；“泰山
花海+老爷车博览馆”联票，即日起至12月31
日学生价仅需50元/人；“泰山花海+老爷车博
览馆+飞行体验馆（观光）”联票，7月20日起至
12月31日学生价仅需65元/人。

泰安方特：6月1日-6月30日期间，今年参
加中高考的考生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全日制
本专科学生）凭本人准考证/毕业证购票享
165元/人的优惠价。

泰山温泉城：6月6日-9月28日，开展夏季
亲情欢乐卡政策，在校大学生持此卡陪家人
泡温泉凭学生证可以免费；4月7日-9月29日，
夜沐温泉大学生票49元/张。

泰山天池温泉度假区：6月8日-11月30日
期间，大学生享受商务标准间或商务大床房
160元/间（含双早）的优惠，并对入住酒店的
大学生推出体验票25元/张的优惠政策。包含
项目：温泉区、游泳池、韩式汗蒸房、休息大
厅、演艺广场、图书室、跳舞毯房间、跑步机、
乒乓球室、看电影的茶吧、儿童乐园、台球室、
棋牌室等。

新泰市莲花山景区：针对大学生推出“80
元畅游莲花山5年”业务活动。大学生游览莲
花山，添加公众号“新泰旅游咨询”，在莲花山
山门前拍照并附文字“我在莲花山等你”一并
发送朋友圈，凭门票与朋友圈内容即可参与
抽奖（不设空奖），一等奖：现金100元；二等
奖：莲花山漂流现金抵用券；三等奖：莲花山
抽纸一盒。莲花山游记有奖征集活动。大学生
将图文游记发送至www . l h s 7 5 4 9 6 1 9@
163 .com，游记一经征用，将有精美礼品寄出。

泰山花样年华景区：6月9日至9月9日，举
办七彩风车节、风铃节，大学生凭学生证7折
优惠；7月1日至8月20日，举办欢乐夏季夏令
营，大学生报名9折优惠；7月1日至9月1日，举
办欢乐拓展，大学生团体报名5折优惠；6月9
日至9月1日，举办农业科普体验游，大学生报
名7折优惠。

宁阳东疏园林自行车骑行项目、萌宠园、
慧明楼，大学生享受半价优惠。

宁阳复圣文化旅游区内电瓶车，大学生
免费乘坐，免费享受专业讲解员讲解复圣文
化。

威海市

槎山风景区：原价55元，大学生优惠价35
元；花斑彩石景区：原价130元，大学生优惠价
60元；刘公岛景区：大学生持学生证购票85
元,原价138元；天沐温泉：6月1日-9月30日，大
学生凭身份证、学生证办月卡享受280元/人
的优惠（原价680元）；威海华夏城：6月10日-6
月30日，烟威两地学生，持本人学生证、准考
证前来威海华夏城游玩，即可享受威海华夏
城景区48元/人优惠，威海神游海洋世界80元
/人优惠。

莱芜市

雪野湖周边所有度假酒店对于大学生团
队（10人以上），可根据诉求协商提供毕业游
纪念游、同学联谊游策划，含沙滩露营、篝火
晚会、烧烤音乐节等，场地费、服务费给予折
扣；雪野农博园：景区门票+高空漂流，暑期
对大学生实行半价优惠，大学生持学生证，优
惠价格60元/人（原价120元/人）；雪野山庄：
大学生持学生证客房入住实行半价优惠；香
山景区：大学生持学生证5折优惠（40元/人），
10人以上在五折基础上立减10元（30元/人），
在游客中心住宿享立减20元优惠；吕祖泉旅
游区：大学生持学生证按票价的3 . 5折购票入
园，免费采摘野生桑椹；雪野三峡景区：门票
原价60元/人，大学生持学生证单人购票20元
/人，20人以上团对购票10元/人；蓝湾欢乐
岛：大学生凭学生证，享门票3 . 9折优惠，即50
元/人。另赠送价值70元的深度旅游体验卡。
凡大学生购票到蓝湾欢乐岛游玩的，凭所购
蓝湾欢乐岛门票，可免费游览雪野湖渔乐园

（蓝湾欢乐岛南200米）。

临沂市

天上王城：第七届夏日冰FUN节期间，
学生凭有效证件半价优惠；临沭冠山风景区：
暑假期间大学生持学生证10元游景区；临沭
沭河古道景区：持学生证免费游景区一次；临
沭苍马山景区：持学生证半价游景区；临沭县
乾坤旅行社：暑假期间持学生证优惠5%-
10%；蒙阴刘洪文化园：大学生凭学生证每位
15元；孟良崮景区：门票20元（原价50元）；岱
崮地貌景区：门票30元（原价100元）；天宇自
然博物馆：凭学生证70元/人，10人以上40元/
人；九间棚旅游区：学生凭有效证件半价优
惠；沂州国家饭店：针对学生群体，每天推出
20间特价房；临沂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岱崮地貌红色文化一日游，大学生团队免门
票50张；临沂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大学
生持学生证旅游团款8折；中国旅行社临沂分
社：所有大学生凭相关证件报名，享受100元
优惠。

菏泽市

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尧舜牡丹产业
园、天华电商产业园、穆李乡村旅游区，定陶
区鲁西南记忆，巨野县书画院景区、屏盗碑、
文庙公园、鲁润阿胶等，免收门票；黄河文化
游览区的大部分景点免门票；鄄城县孙膑旅
游城景区、巨野县金山旅游区，门票半价；定
陶区狮克农场、定陶区旺天下生态园、定陶区
尚谷庄园，采摘瓜果凭学生证一律8折；鄄城
县旭王生态采摘园、鄄城县朝阳乡村观光合
作社，暑假食宿8 . 8折优惠；鄄城县乡村旅游
点桃缘种植专业合作社9折优惠等。

（记者 刘兵 整理）

我省部分城市针对暑期大学生旅游专属优惠政策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9日，山东国投与龙冈控股在济南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在资本运
营、旅游发展、产业基金等领域开展深入合作。

据了解，作为山东省唯一一家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山东国投在我省投融资、资本运营与资产管理领域发挥着重
要作用。龙冈控股作为山东乃至全国旅游领域具有影响力的
企业，2017年初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成功打造了“中国旅游
洞穴第一股”，业绩与盈利水平在同行业中位居前列。本次
合作，山东国投计划首先参与龙冈控股定向增发，后续逐步
开展深入合资合作，双方致力于将龙冈控股打造成中国一流
的旅游企业，努力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旅游洞穴运营商，积
极构建全省旅游产业新动能的主要载体和引导力量。

山东国投与龙冈控股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致力于打造全国最大的旅游洞穴运营商

“山东最大的3D立体画”

现身烟台

国内首个“艺术活化乡村”

落户沂源

高青打造星级采摘园

济宁将建文明旅游奖惩制度

曲阜孔子六艺城

举办“2017论语大会”

□记者 刘兵 报道
▲在青州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之一，现存唯一的殿试状元

卷——— 明朝赵秉忠状元卷，每年都会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记者 刘兵 报道
▲谭溪山翔云桥开创了玻璃桥的奇迹，是世界首例无背索斜拉玻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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