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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天下

本报济南讯 去年12 月，
本报和济南金象山滑雪场联合
推出了济南首届“冰雪圣诞狂
欢月”活动。一场场精彩而别样
的滑雪活动，把冰雪圣诞狂欢
月一次次推向高潮，为泉城市
民和广大游客带来了一场别样
的冰雪盛宴。

为让更多游客感受滑雪运
动的魅力和乐趣，本报和金象
山滑雪场今年将启动第二届

“冰雪圣诞狂欢月”活动。
去年的“冰雪圣诞狂欢月”

活动中，曾先后推出了滑雪比
赛、滑雪运动摄影大赛、堆雪人
大赛、滑雪接力赛、冰雪狂欢派
对等活动，游客可根据自己的
情况选择互动项目，主办方还
向表现优秀者赠送了丰厚的礼

品。
在今年即将举办的第二届

“冰雪圣诞狂欢月”活动上，您
最想看到啥样的精彩节目？为
让本届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
能满足广大游客的需要，能吸
引更多的人到滑雪场感受滑雪
运动魅力，在滑雪场即将营业
之际，本报和金象山滑雪场特
推出“有奖征点子”活动。

您希望本届狂欢月举办一
些什么样的活动？您对冰雪狂
欢月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即日
起至 12 月 10 日，您可将自己

的想法反馈给我们，我们将从
中选出一些有创意、可行性强
的想法，让这些想法在本届“冰
雪圣诞狂欢月”中变成现实。点
子征集活动结束后，我们还将
从参与者中选出 40 名优胜者
并给予一定的奖励：评出“金点
子奖”10 名，每人奖励金象山
单人滑雪票一张+2011 年全年

《都市女报》一份(价值 130
元)；评出“好点子奖”30 名，每
人奖励 2011 年全年《都市女
报》一份。

参加活动的方式有 3 种：

直接拨打金象山滑雪场客服热
线(0531-88345999)，将自己
的想法告知工作人员；登录金
象 山 滑 雪 场 网 站
(www. jinxiangshan . com)，把
自己的想法写到留言栏中并注
明个人手机号的前三位和后四
位；直接把应征的点子发送到
金象山滑雪场邮箱中(Email ：
jinxiangshan01@163 . com)，点
子后面请注明个人姓名及联系
电话。

金象山滑雪场目前有多条
初、中、高级雪道，还有牵
引、空中缆车、雪地魔毯等专
业滑雪设施，是华东地区滑雪
面积最开阔、设施最完善、专业
技术最强的顶级滑雪场。为满
足不同游客的需求，雪场还设
有单板、双板、雪上飞碟、滑雪
船、滑雪猪、雪地足球、雪地拔
河等丰富多彩的娱雪项目，并
设有老少皆宜的雪圈道、安全
刺激的雪地摩托车道和宽敞平
整的雪地足球场。不管是初学
者还是滑雪运动高手，都能在
这里感受到滑雪运动的魅力。

随着冷空气不断侵袭，金象山滑雪场也在积
极筹备之中，预计雪场将于本周六(12 月 11 日)
开业。

今年，金象山在对雪道进行拓宽、整修的同时，
还新开了上山的缆车和数条拖牵及魔毯，极大地方
便了滑雪者使用。还根据滑雪者的需求从国外进口
近千副高级雪板，目前滑雪场雪具储藏量已提升到
5000 副，索道检修维护工作也已完成。

伴随着雪场即将开业，“金象山冰雪圣诞狂
欢月”等活动也将全面启动，让您天天过圣诞。
届时圣诞老人亲临现场为您呈现精彩专业的滑雪
表演，还有华东最大圣诞树林见证您的美好愿
望，每天都有圣诞老人礼物大派送，还有圣诞美
女激情舞蹈。期间更有盛大魔术节、“冰雪嘉年
华”摄影大赛，雪地音乐会、各种娱雪比赛等带
给游客一轮又一轮的惊喜。

格友情链接
咨询电话： 0531-88345999
景区网站： www. jinxiangshan . com
交通路线：济南市区乘坐 65 路公交车到商家下
车；自驾车沿 103 省道南行至仲宫大桥左行 8 公
里即到。

金象山首届冰雪圣诞狂欢月曾带来一场冰雪盛宴
今年马上要办第二届 请您出点子

金象山滑雪场有望周六开门纳客

时间：12 月 5 日
地点：聊城阿尔卡迪亚温泉酒
店御临泉
出行方式：自驾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
寻常百姓家”，以前是皇亲国
戚享用的温泉洗浴已经进入
社会大众的生活。寒冷冬日，
温泉旅游成为淡季旅游中最
大的亮点，上周记者来到聊城
阿尔卡迪亚温泉酒店御临泉，
感受了一下五星级温泉酒店
的魅力，那种高品位的温泉享
受让小记久久不能忘怀。

御临泉：

“西双版纳”中的温泉

作为山东鲁西南门户的
聊城，距离济南只有 1 个小
时的路程，阿尔卡迪亚酒店
御临泉就坐落在聊城东昌湖
西南边，这里宁静而无喧
闹，秀丽而无僻远。进入酒
店，考究景致的园林式建筑

映入眼帘，亭榭楼台、假山翠
竹、湖面涟漪，让我对这个酒
店顿生好感。众里寻她千百度
的御临泉就在酒店的北边，走
进御临泉，仿佛是花的世界、
树的海洋，满眼全是错落有
致、生机勃勃的棕榈、芭蕉等
绿色植物，花的芬芳、树的淡
香沁人心脾，如同进入热带雨
林的西双版纳。

掩映在绿色植物中的是
设计精致、突出人性化的温
泉汤池，眼见雾气缭绕、虚无
缥缈的温泉就在眼前，记者再
也按捺不住，急匆匆下水了。
御临泉的水光滑细腻，轻轻柔
柔地从身体上流过，感觉非常
舒服。听温泉的工作人员说，
御临泉的水是直接从 1800 米
地球深处抽取出的温泉水，不
受地表污染，天然、纯净、健
康；出水温度达到 58℃，富含
偏硅酸、偏硼酸等 48 种对人
体有益的矿物质，能够促进血

液循环，极具养生价值。早就
听说泡温泉能促进新陈代谢
和血液循环，缓解疲劳，记者
一定要在御临泉中好好享受
一番。在按摩泉中，汩汩的温
泉水从池底冒出来，冲磨着身
体，按摩着人体的各个穴位，
舒服地令我昏昏欲睡。

听当地市民说，御临泉已
经有 4000 年的历史了。大禹
治水积劳成疾久病不愈，在东
昌湖南一处温泉沐后顿觉神
清气爽，未几顽疾痊愈。后来
大禹由舜禅让继承帝位，东昌
百姓感其恩，称该处温泉为

“御临泉”。记者在御临泉中洗
浴，仿佛能与圣人大禹来一次
隔空对话。

富有情趣的“凤栖雅居”、
蕴含儒家文化的“鲁圣八汤”、
香气馥郁的“百草园”、绵延起
伏的“卧龙坡”、动感欢快的

“活力阳光区”等十二大特色
温泉区域，让游客尽享温泉之

无限乐趣。

御临泉：

休憩与美食俱佳

在御临泉除了享受泡温泉
的乐趣，其配套项目也堪称奢
华、绝佳。有容纳近百人的电影
休息大厅，各种国内最新的大
片轮番上映。在 LED 休息大
厅，每人一台LED 电视，可躺
可卧，随意休息，另有SPA、理
疗、各种健身器材任游客选择。

与其他一些温泉不含餐不
同的是，御临泉温泉票中包含
了可口美味、品种丰富的自助
大餐，另有各种水果和特色饮
料，让你在温泉前后大饱口福。

在御临泉，放下城市的喧
嚣与事业的忙碌，静静聆听自
然的声音，呼吸自然的气息，
享受御临泉的关怀，沉浸于
此，忘了时光的流转，偷偷做
一回闲人岂不快哉。

（本刊记者 陈润）

到御临泉感受冬日激情

11 月 26 日，济南市
文化产业发展大会在舜耕
山庄隆重召开。济南金象
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获得
了“济南市二十佳文化企
业”的殊荣。

济南金象山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就
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始
终坚持以建设文化旅游景
区、特色品牌景区为目
的，以打造山东第一品牌
为目标。济南金象山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从创建初期
到发展壮大，总结出了一
套适合企业快速发展的企
业文化。在景区文化建设
上，金象山乐园便是在文
化景区理念指导下，被精
心打造成了品牌鲜明的主
题公园。同时金象山重视
打造具有品牌性、持续性
的景区大型活动，在济南
乃至山东的滑雪市场也一
直处于领先地位。

(苏前祥)

济南金象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荣膺“济南市二十佳文化企业”

继成功引进山东首台
“太空飞梭”后，富华游
乐园再出大手笔， 5D 高
清 180 度环幕影院将登陆
富 华 游 乐 园 ， 并 将 于
2 0 1 1 年 3 月份开门纳
客， 5D 影院就是让观众
从听觉、视觉、嗅觉、触
觉及动感五个方面来达到
身临其境的感觉。

5D 高清 180 度环幕
影院是在传统的立体影
院、立体演示系统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增加了闪电、

雷鸣、吹风、下雨等多种环
境特效，并通过特制的座
椅，配合影片内容模拟力
的反馈，营造颠簸、左右摆
动、瞬间失重等感觉并散
发出场景中的气味，相比
较于其他类型影院或大型
展演系统，具有主题突出、
科技含量高、效果逼真、娱
乐性强等特点和优势。该
项目适合各年龄阶段的游
客乘坐，老少皆宜，深受
家庭和少年儿童的喜爱。

(冯海平)

5D 环幕影院登陆富华游乐园

隆隆冬日，温泉旅游
的旺季随之到来。地处鲁
西南的江北水城聊城，新
近开业了一家山东省内档
次最高的五星级温泉酒店
--阿尔卡迪亚国际温泉
酒店，酒店的御临泉不仅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而且交通方便、区位
优势明显，档次极高，属
于温泉中的极品。

为了把最有品位、性
价比最高的温泉推荐给自
驾游爱好者，由山东省旅
游局国内市场处和齐鲁晚
报旅游编辑室联合指导的
齐鲁逍遥自驾游本周末将
走进聊城阿尔卡迪亚国际
温泉酒店御临泉体验。

御临泉的室内区是建
在一个巨大的热带温室

中，温泉水来自地下 1800
米，不受地表污染，出水温
度达到58 度，富含人体需
要的锶、偏硅酸、偏硼酸等
48 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
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极
具养生价值。令人惊喜的
是，温泉票中已经含了丰
盛的自助大餐，另有电影
休憩大厅、LED 休息大厅
和各种健身器材，爱美的
女性朋友还可来一次完美
的SPA 体验。
自驾体验价格：118 元/人
交通线路：济南——— 经十
路——— 京福高速——— 济馆
高 速 — —— 聊 城 出 口 直
行——— 阿尔卡迪亚温泉酒
店御临泉
报名电话：86402288

15153137105

格齐鲁逍遥自驾游泡温泉系列活动之一

泡温泉、体冬韵，感受江北水城之魅力

五星级聊城御临泉自驾一日游启动

冬季滑雪游大幕全面开启
本刊记者 朱亚东

明天就是二十四节气当
中的“大雪”，“大雪”过后，冷
空气活动将更加频繁，我国北
方地区即将出现大幅度降温
降雪的天气。济南金象山等山
东各大主流雪场加足马力推
陈出新迎接雪季的到来。

滑雪成冬季旅游主角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追求高
质量生活的价值观念进一步
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滑
雪运动中来，滑雪已不再是少
数人的运动项目，逐渐成为大
众化的休闲娱乐方式。

进入冬季以来，特别是随
着连日来气温骤降，省城有
大批滑雪发烧友踊跃参加旅
行社组织的滑雪旅游。记者
从山东嘉华文化国旅、济南
百事通、山东中青旅、济南
国信等旅行社获悉，入冬以
来报名咨询滑雪游线路的游
客非常多，一方面，他们对
滑雪旅游心情急切，非常关

注省内雪场的状况；另一方
面，广大游客参加滑雪游更
加注重雪场的品质。雪场的雪
道配置是否合理、滑雪设备如
何、滑雪教练是否专业、滑雪
器材租赁等相关服务是否到
位等，都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省内雪场将陆续开放

与其长途跋涉到外省滑

雪，山东广大居民更愿在省
内滑雪场体验滑雪的乐趣。
近几年来，随着济南金象山
等众多滑雪场的开业，省内
滑雪游市场呈现出生机勃勃
的景象。

济南金象山滑雪场被业
界誉为华东顶级雪场，拥有
符合国际标准的高山滑雪环
境，建有多条初中高级滑雪
道和单板练习道，另外还有

拖牵、空缆等专业滑雪设
施，拥有众多的滑雪爱好者
和发烧友。金象山滑雪场一
直以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优良
的雪质为广大滑雪爱好者津
津乐道，今年雪场在积极创
新的基础上，加大了滑雪设
施的升级完善。

“金象山滑雪场一直致
力于高端化发展，今冬雪场
在硬件上加大投入，如对雪
道进行了拓宽、整修，新开
了上山的缆车和数条拖牵及
魔毯，以及从国外进口了近
千副高级雪板等等，这些都
是为了满足不同滑雪爱好者
的 需 求 ， 为 他 们 提 供 便
利。”金象山滑雪场总经理
吴娟告诉记者，目前金象山
滑雪场雪具储藏量已提升到
5000 副，索道也开始进行年
度检测维护工作，有望本周
六银装迎客。

据悉，随着气温不断降
低，省内多家滑雪场将于本
月陆续对游客开放，山东滑
雪游市场正在全面启动。

每到雪季，济南金象山滑雪场都会迎来大批量游客前来滑雪。

格记者体验

格旅游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