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岱崮文化专家
走进仰天山，登上摩云崮，就
岱崮文化和摩云崮进行了详细
的探讨和研究，确定摩云崮是
目前发现的中国海拔最高的
崮，文化独特，崮貌典型。

岱崮地貌是指山峰顶部平
展开阔如平原，峰巅周围峭壁
如刀削，峭壁以下是逐渐平缓
山坡的地貌景观，在地貌学上
属于地貌形态中的桌形山或方
形山。崮是山东独有的一种特
异地貌景观，多呈驼、帽、桌
和鸡冠等形态。中国地理学会

依据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岱崮
镇全国最集中的崮形地貌现
象，将原称“方山地貌”正式
更名为“岱崮地貌”。

仰天山摩云崮位于景区东
南端 ,异峰突起 ,象一把利剑直
刺云端 ,气势非凡。据专家介
绍，仰天山摩云崮跟其他崮相
比，有三大特点：一是海拔
高。崮的海拔高度一般在400

米至600米之间.摩云崮海拔834

米，是目前发现的海拔最高的
崮，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高
崮。二是崮文化独特。南宋与

金对峙时期 ,“红袄军”首领
杨妙真曾在摩云崮安营扎寨 ,

对抗金兵 ,并在崮顶留下了许
多山寨遗迹，目前保存完好的
有哨台、哨楼、寨墙、演武
场、聚义厅以及众多的题刻，
当地百姓当中也流传着众多的
有关杨妙真的故事传说。古老
的山寨，美丽的传说，带给了
摩云崮更多神秘色彩和独有的
文化内涵。三是崮貌典型。摩
云崮四周绝壁，只有东南方一
条小路通崮顶。崮高50米，崮
顶宽阔平坦，面积6 6 0 0 平方

米，是沂蒙山区东北部独一无
二的险崮。远处望之，似城
堡，似伟人，雄伟挺拔；走近
登临，崖壁刀削斧劈，四周群
山层峦叠嶂，绵延不绝，是典
型的岱貌地形代表。

今后，仰天山景区将结合
摩云崮作为中国第一崮的特
点，科学开发，大力宣传，让
更多的游客了解崮，走进摩云
崮，欣赏中国第五大造型地貌
的壮美风姿。

(颜世奇)

仰仰天天山山摩摩云云崮崮被被确确定定为为中中国国第第一一高高崮崮
英雄们，您可以在网上发帖

啦！旅游进入了最好的季节，旅途
中您发现的美景、尝到的美食、感
受的心境和遇到的问题，不妨总
结总结，褒奖、吐槽都来说说，本
周刊有“我有话说”、“两代游”、

“图说现场”等栏目，还可以登录
齐鲁晚报官网论坛旅游频道———

“我爱运动”栏目，参与论坛互动。
现本刊广撒英雄帖，稿件一经刊
用，即付稿酬！
噪咨询电话：0531-85196613

85196576

噪投稿邮箱：wzkttds@163 .com

噪互动微博：
http://t.qq. com/playweekly

噪交流论坛：
http://bbs.qlwb.com.cn/yundong

近日，济南红叶
谷景区进入观赏红叶
的最佳时期，全国各
地游客争相前来观赏
拍照。景区举办的“红
叶谷之秋”摄影大赛
也将于10月31日截止，
爱好摄影的朋友可积
极投稿。

图说现场

红叶醉人 争当第一

英雄帖

运河主题餐饮特色菜，选用
6斤以上的微山湖四鼻大鲤鱼制
做而成，带鳞焖至骨酥肉烂，鱼
体完整，味道独特。由于酥鱼的
骨刺全酥可食，因此经常吃酥鱼
有益肾、补钙、壮骨、养脑、健
身、美容之功效。鱼鳞富含胶质
蛋白，鱼肉软嫩细滑，醇厚软
糯，口味香辣咸鲜。具有益气健
脾的功效。 (济宁旅游局提供)

运河大酥鱼

我有美食不得不吃

自从10月27日自驾九如山
开始招募以来，热线电话0531
-85196576响个不停，应广大市
民的要求，特增开九如山秋游
直通车一班，自驾大巴同时开
启，赶紧带上爸妈、领着孩子
一起来九如山登高赏秋吧。

本周日，由本报旅游编辑
室联合九如山瀑布群景区共同
推出的“金秋欢乐健康游”将
在九如山如期举行，日前读者
招募正在火爆进行中，应广大
市民的强烈要求，特开通九如
山秋游直通车一班，座位有
限，想要报名的读者请致电热
线0531-85196576预留位置，或
者直接到山东报业大厦三楼旅
游编辑室进行现场报名。

秋天的九如山是迷人的，
层层叠叠的群山，密密匝匝的
灌木森林，红黄绿相间的色
彩，斑驳得像幅浓妆重彩的油

画，绚丽耀眼，五彩缤纷。红
的妖艳，黄的明丽，绿的柔
和，漫山遍野，情趣盎然。沿
着曲折险峻的栈道蜿蜒而上，
山菊花沿着实木栈道一路盛
开，无数的花朵，像星星在你

眼前耀呀耀的，没有高大的枝
茎，没有硕大的花朵，但是就
这样静悄悄地开放成就了其伟
大。来到九如山您一定要沿实
木栈道蜿蜒六公里进入九如峡
谷，赏飞瀑泉流，观九如胜

景。巍峨挺拔的石峰间，形成
“V”字形九如峡谷，内有天
池、瀑布、溪流、红叶、栈道、云
亭，延绵不绝，构成奇特的景
观，十几个瀑布上下跌落，大
大小小的溪流纵横交错。以此
为背景，拍摄家庭照片，一家
老少将美景美色收入底片，实
在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刚刚报名的王先生是摄影
爱好者，他告诉记者，每年都
会到九如山拍摄秋色，能拍到
层层叠叠的、五彩斑斓的植
物，色彩倒映在流水中，像打
翻的调色盘溢在水面上，随处
按动快门，都能构成一幅美丽
的图画。
集合时间：27日早8:00

集合地点：山东报业大厦门口
(经十路与环山路交叉口)

热线电话：0531—85196576
QQ交流群：62422279

本本周周日日，，九九如如山山瀑瀑布布群群登登高高赏赏秋秋去去
目的地：九如山瀑布群风景区 时间：2013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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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泰 安
太 阳 部 落 景
区 ， 各 位 演
员 心 怀 虔 诚
之 心 ， 举 行
充 满 史 前 风
情 的 祭 天 表
演。

盛大祭天

金 秋 十
月，蒙山登山
大赛吸引了上
万名跑步爱好
者参加，各位
参与者不甘示
弱 ， 全 力 以
赴 ， 争 当 第
一。

自驾信息

日前，“游沂山奖电动轿
车”活动进入高潮期，主办方
将于11月1日抽出包括三辆电
动轿车等超过30万元的奖品。
10月31日之前，广大游客可继
续购票游沂山，参与活动。活
动详情请登录沂山官方网站
www.chinayishan.cn查询或拨打
直通车电话0531—86555073进
行咨询 。

据了解，本次游沂山奖汽
车活动奖品丰厚，价值总额超
过30万元，主要包括价值10万
元、8万元、6万元的三辆泰汽

锂电电动轿车以及一品景芝高
端芝麻香白酒、泰汽移动充电
宝、沂山景区门票等。

沂山位于山东潍坊临朐
县，沂山山体蜿蜒，气势磅
礴，水源充足，为沂蒙山汶、
弥、沂、沭四大河流的发源
地，具有南险、北奇、东秀、
西幽之综合特点，有“北方九
寨沟”之韵味。

在中国五大岳山、五大镇
山中，沂山被命名为“五岳之尊
泰山、东镇之首沂山”；古代十
朝16位皇帝登封于此，从而留 下名垂青史的“东镇碑林”，其留存的御碑数量为世界之最。

游游沂沂山山奖奖汽汽车车活活动动1111月月11日日抽抽奖奖

泰山景区荣获

十大全国旅游服务质量

标杆单位

近日，质检总局、国家旅游
局公布了“2012年度全国旅游服
务质量标杆单位”名单，泰山风
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等10家单位
获此殊荣。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质量发
展纲要(2011-2020年》和《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
根据《质检总局 国家旅游局关
于开展“旅游服务质量对比提
升”活动的通知》要求，两单位
联合开展了“2012年度全国旅游
服务质量标杆单位”遴选工作。
按照“自愿申报、逐级推荐、择
优选取”的工作方式，经各地旅
游部门和质监部门推荐，确定了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大饭店、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
员会等10家单位荣获“2012年度
全国旅游服务质量标杆单位”称
号。

质检总局要求，各地旅游、
质监部门应联合组织辖区内旅游
企业，以全国旅游服务质量标杆
单位为对比目标，积极开展服务
质量对比提升活动；希望被命名
2012年度全国旅游服务质量标杆
的单位，积极发挥示范性带头作
用，认真配合做好质量对比工
作，带动旅游企业实现质量提
升。 (陈润)

休闲快讯

▲沂山歪头崮

““到到山山东东不不可可不不买买的的110000种种旅旅游游特特色色商商品品””展展
——— 优特山东特产超市明湖店

金秋十月，伴随着“天下第
一泉”5A景区挂牌和“十艺节”
的开幕，济南迎来了更多外地
游客。土特产和地方特色工艺
品作为承载各地独特风格和技
艺产品，一直深受外来游客的
青睐，而山东物产丰富，17地市
都有别具地方风味和代表性的
产品，如阿胶、德州扒鸡、周村
烧饼、龙山小米、长清木鱼石、
泰山玉、孔子文化礼品……

2011年由山东省旅游局发起，
经过各市旅游局推荐、专家推
选、公众投票和专家评审四个程
序，最终在囊括17市特色的300

个备选商品中选出100种最能代
表山东特色的商品，正式纳入

“到山东不可不买的100种旅游
特色商品”名单，成为我省向公
众重点推介的旅游特色商品的

“精品”，也成为国内外游客和
消费者争相选购的热点产品。

作为“到山东不可不买的
100种旅游特色商品”全省旗舰
店，位于济南大明湖西南门、面
积达500平米的优特山东特产超
市内展示和销售的“百种商品”
数量达到70多种，是目前省内销
售“百种商品”种类最全的门店。
自2010年2月至今，优特已在济
南、泰安、青岛、枣庄、威海、日
照、菏泽、烟台等城市开设连锁
超市42家，发展成为山东省最大

的特产(旅游商品)连锁销售企
业，仅在济南就有大明湖、泉城
广场、大观园、火
车东站、洪楼广
场、汽车东站、高
铁西客站等多家
分店。优特还上线
了淘宝店http://utlysp.taobao.com,

真正做到“无需跑遍山东，17地
市特产一站购齐！”
优特服务热线：400-0808-456

▲九如山秋色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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