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京沪高铁
畅游多彩山东

在暑期游
大幕开启的时
候，京沪高铁

将在下周开通，北京、上海、
济南等高铁沿线 7 城市在济
南成立京沪高铁城市旅游
联盟，共同打造高铁线路和
产品，好戏连台的山东旅游
迎来大发展、大提升的契
机。京沪高铁经过山东沿线
6 个站点 5 个城市，这个 5
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性、惟
一性的旅游资源，都具备吸
引高铁游客的本钱，让我们
一起走进这 5 个城市吧。

◇高铁游产品全面开花

高铁即将开通之际，山东各
大旅行社积极行动起来，高铁往
返或在行程中加入高铁或动车行
程的旅游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嘉华国旅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京沪高铁开通，方便了很多
时间不充裕的游客出门游玩。经
过精心筹备，目前京沪高铁江南
体验团、北京体验团现已全面推
出，收到了非常好的市场反响；山
东观光国旅则推出了北京纯玩五
日高铁游产品，并给予广大游客
价格优惠；山东中铁国旅也推出
了“高铁之旅首发团”，高铁京津
产品、华东产品纷纷上架。此外，
山东百事通国旅、海航乐游、山东
旅行社、交通国旅、青岛中旅济南
分社等推出的不同主题、别具特
色的高铁产品，同样受到了广大
游客的热捧。

京沪高铁两头连接的是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城市，也是山
东高铁旅游最主要的客源地，这
对山东旅行社业地接市场将带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嘉华国旅
针对外来游客的旅游喜好，推出
了齐鲁古都游、水浒文化之旅、
沂蒙山红色之旅以及山东民俗文
化游、济南老城深度游等特色产
品；山东旅游有限公司推出了

“一张高铁票 带您游孟乡”亚
圣故里邹城一日游产品，并将举
行盛大的首发团仪式；中铁国旅
综合高铁开通与建党九十周年，
精心设计了枣庄红色之旅；济南
国信旅行社针对不同客源地、客
源人群推出了包括济南逍遥三日
游，泉城、水城休闲二日游，济
南、德州休闲美食二日游，济
南、水泊梁山三日游，山水圣人
二日游，济南、微山湖、台儿
庄、曲阜、泰山四日游，济南、
日照、沂水、蒙山四日游，济
南、黄河入海口、青州、淄博四
日游，齐鲁文化修学体验四日
游，济南、淄博、潍坊、青岛民
俗风情五日游等十条主打产品。

◇亲子游、老年游成为焦点

今年省城各大旅行社推出的
高铁游产品里，亲子游和老年游
成为焦点。“ 7月份正值暑假，
我准备带儿子去坐高铁尝个鲜，
把京沪高铁沿线的景点看个

遍。”济南制锦市小学的陈老师
介绍说。高铁游对老年游客而言
同样是个热门的选择。已退休在
家的赵老伯老两口每年都要出去
旅游一两趟，但以前在选择交通
工具上让他们很纠结：“老伴晕
车，坐汽车一路颠簸到景点就没
力气了，乘飞机的话机场离市区
老远也不方便。现在高铁开通
了，让我们真是挺动心的。”

“高铁游让游客在欣赏美景
的同时还能畅享高铁的极速快
感，确实很不错。但它的票价和
运行时间有没有竞争力，沿线旅
游景区有没有特色，这才是我最
关心的。”在省城一家媒体工作
的冯女士告诉记者。高铁旅游的
舒适便捷尽管对广大游客产生了
巨大的吸引力，但他们更看重高
铁旅游产品的性价比。

对此，省城各大旅行社表
示，他们将在稳定客源市场的基
础上，面向全国各大组团城市，
做好市场规划，发挥自身优势，
将高铁和景区景点无缝对接，将
高铁游形成品牌。

本刊记者 朱亚东

京沪高铁开通
在即，给广大旅行社
带来了新的商机。近
日，记者从省城各大
旅行社了解到，他们
纷纷谋划高铁“首发
团”，推出高铁旅游
产品，邀请广大游客
抢鲜体验。

德州：

品扒鸡 逛太阳谷 玩休闲

德州是山东北大门，是北
京、天津、河北等北来高铁游客
进入山东的第一站，也是上海、
江苏等南来游客的山东最后一
站。游客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德州
太阳谷景区，景区日月坛微排大
厦曾在 2010 年举办过世界太阳
城大会，也是世界最大、科技最
先进的太阳能建筑。游客在太阳
谷将充分感受太阳能科技的巨
大魅力，太阳能被广泛应用到洗
浴、厨房、照明等生活中的方方
面面。有机会的话一定到太阳谷
太阳能微排酒店小住一下，太阳
能微排酒店是全球第一个热水
供应、采暖、制冷、光伏发电等全
部采用太阳能的酒店，节能效率
近 90%。

德州董子文化园也很值得
一游，这里是以儒家文化为主题
的景区，正是汉武帝接纳了董仲
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
张，儒家学说才一步步成为中国
传统思想的核心和基石。

不可不尝的美食：德州扒鸡
是中国名吃，要吃正宗和地道德
州扒鸡还是要到德州来，德州“宁
津三名吃”——— 长官包子、大柳面、
保店驴肉不错，还有乐陵小枣。

备选景点：庆云海岛金山
寺、齐河国科高尔夫温泉中心、
夏津黄河古道森林公园。

济南：

赏名泉 玩转诗意济南

济南是高铁沿线的 5 个省
级始发站之一，济南站每 8 . 5 分
钟就有一列高速列车在济南停
靠，南来北往的高铁游客可以在
3小时以内便捷地到达济南。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

多”，济南自古就是名人荟萃的
地方，名人雅士在济南留下了灿
若群星的名篇佳作，来济南可细

细品味人文济南的底蕴。泉水是
济南的灵魂，不仅要看趵突泉
“趵突腾空”的壮观精致，还要在
五龙潭濯足戏水、感受清泉石上
流的清凉，在黑虎泉聆听泉鸣震
天的浑厚之音。在济南乘坐雕梁
画栋的游船畅游大半个济南与
在老街老巷步游济南各具特色。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一定要
到济南南部和东部走走看看，南
部以九如山瀑布群、金象山乐园
为代表的景区已成为济南市民
休闲度周末的好去处；东部章丘
有小泉城的美誉，在百脉泉景区
欣赏气势甚过趵突泉的墨泉、梅
花泉、百脉泉的同时，还可与词
宗李清照来次跨越时空的以文
会友，另外章丘三王峪、锦屏山、
白云湖等景区也值得一看。

不可不尝的美食：草包包
子、甜沫、回民小区烤羊肉串、金
德利锅贴、油旋等。

备选景点：朱家峪、大明湖、
灵岩寺等。

泰安：

登泰山 游东平

泰山是泰安旅游的龙头，是
山东乃至全国知名景点，高铁开
通后各地游客“登泰山、保平安”

将更加便捷。泰安旅游不仅仅是
泰山，这两年泰安涌现出了泰安
方特欢乐世界、花样年华景区、
《中华泰山·封禅大典》、东平水
浒古城等景点，大大丰富泰安旅
游产品体系。

除了泰山以外，东平湖是
泰安旅游另一个游点，东平湖
是八百里水泊梁山唯一遗存水
域，水浒影视城和东平水浒大
寨是东平旅游的两大核心景
点。水浒影视城是新版《水
浒》拍摄地，影视城水浒实景
剧每天在上演：令人讨厌、行
为猥亵的官吏正在“衙审武
松”，李员外字正腔圆地给貌
美如花的女儿招亲，完美的绣
球一不小心落在你的怀中，长
相丑陋、憨厚的武大郎正在叫
卖着烧饼。游客在东平湖水寨
能领略“山排巨浪、水接连
天”的浩淼景观，也能体会水
泊与梁山、山阔与水险、芦荡
与港汊并存的自然风光。

不可不尝的美食：白菜、豆
腐、水是泰安三宝，浓缩着水浒
遗风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东
平水浒宴。

备选景点：花样年华景区、
方特欢乐世界、《中华泰山·封禅

大典》等。

济宁：

来三孔 悟国学

“孔府、孔庙、孔林”是至世
界性知名景点，济宁曲阜有东方
圣城的美誉。在曲阜你能时时刻
刻感受儒家文化给这个城市打
上了深深烙印，在其他地方很少
能见到的树龄在五百年以上的
古柏在这里到处都是，雕刻精美
的龙珠透露着大气和威严，历代
帝王留下的碑刻多得让你眼花
缭乱，每年都有几百万游客来三
孔顶礼膜拜。

如果你想让自己浮躁的心
境能沉静下来，那就来三孔熏陶
一下吧；如果你想感受国学的巨
大魅力，那就来三孔吧。

不可不尝的美食：孔府宴。
备选景点：尼山、三孟旅游

区、石门山等。

枣庄：

游古城 玩水乡

枣庄是山东南边的门户，与
江苏搭界，枣庄正处在京沪高
铁的中间位置，距离南北两端
的上海、北京都是 2 个小时左
右的路程。枣庄旅游是随着轰

轰烈烈“枣庄二日游”而享誉
全国的，借助二日游全国游客
知道了千年古城台儿庄、微山
湖湿地公园、熊耳山地质公园
和冠世榴园等景点。

枣庄旅游最大的游点还是台
儿庄古城，台儿庄古城保存和恢
复了抗战遗址、古城墙、古民居、古
街巷等历史遗产，再现了“一河
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
繁盛景象，其小桥、流水、翠
竹、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呈现出江
北水乡风貌。华灯初上，身披蓑
衣的渔工摇曳着小舟在水巷里蜿
蜒前行，一派田园牧歌景象。

“微山湖上静悄悄，谈起我
心爱的土琵琶”脍炙人口的经典
歌词，让许多人对枣庄滕州的微
山湖心存向往，那就乘高铁去滕
州，在湿地公园感受烟波涵淼的
微山湖，在随风摇摆的芦苇荡中
找寻野趣，欣赏漫天飞舞的白鹭
低空盘旋，辛勤劳作的渔民下网
尽享收获的喜悦。

不可错过的美食：微山湖
全鱼宴、微山湖鸭蛋、石榴、
红枣、山亭火樱桃等。

备选景点：冠世榴园、熊耳山
地质公园、抱犊崮景区、铁道游击
队影视城、温泉小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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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周刊

山东旅行社业抢搭高铁快车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
风怒号，浊浪排空……”范仲淹《岳
阳楼记》关于梅雨霏霏状态的描述
在北方并不常见，可这个景象在位
于济南南部山区的九如山瀑布群
却奇迹般的出现了，从昨日上午九
时左右，山风怒号，裹挟着绵绵细
雨，不仅为这个炎炎夏日送来了清
凉，也为这饥渴了许久的大山，撒
下了滴滴甘露。雨量虽小却为瀑布
增添了无限的生气，雨水浸润着山
体，洗涤着大自然的肌肤，在溪流
中雀跃着，随着峡谷中的数个瀑布
倾流而下。这个时候您不妨来九如
山，近距离的感受清凉吧！

九如山山川翠绿秀美，泉
水、瀑布、深潭相映成趣，来到九
如山请您尝试着用融入、感知、
感悟的方式游览九如山，那么她
会给您带来“晴红烟绿动人眸，
水榭莺鸣曲更幽”的美景，让您
身在其中如梦如幻。

正所谓九如之水天上来，这
里三步一泉，五步一潭，绿树掩
群山，飞泉流瀑布。山涧溪流，妩
媚婉约，水随山势，百转千回汇
聚成这潭潭碧水，两岸更是青峰
翠岭，青草弥漫，郁郁丛丛，濯足
戏水，其乐无穷。 (王君逸)

夏日来九如山感受清凉吧

游情快递

本刊记者 陈润

本刊记者 朱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