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年会：

旅游社会化的“山东模式”
对话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

张士闪教授

齐鲁晚报：张教授，快到过年的时候，我们总会
听到“这年越过越没意思”、“年味淡了”之类的抱
怨。春节作为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理应在大众心
里占绝对的分量，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现代人有“年
味淡了”这种感觉？

张士闪：我国的春节还有其他传统节日，都是在
传统农耕时代定型的节日，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
下，它们在节日活动、社会功能、文化意义等方面已
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许多民俗因为缺少与现代生活的
一种转化性介入，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世界，
“年味淡了”、“过年没意思”的慨叹大概与此有关
吧。不过，在不满意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人们对年
节的格外看重。

齐鲁晚报：传统节日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关
系？对于我们当代生活有怎样的意义呢？

张士闪：传统文化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典籍，一
是民俗。可以说，民俗是传统文化之根，最贴切一个
民族的生活世界，时时处处浸润着民众的生命精神。
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曲阜考察，强调国家、民
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足以见得他对传统
文化的重视。他在参观孔子研究院时，专门带走了

《论语诠解》和《孔子家语通解》两本书。在我看来，如果
说《论语》已在历代精英的不断阐释中成了“经”，成了

“礼”，《孔子家语》还透着一种“俗”的韵味，二者可以
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表征。

传统节日是最重要的民俗文化之一，是我们几千
年民族文明的结晶。春节是我国最大的节日，最能体
现民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种种年俗，代
表了全国各地民众的生活追求与文化创造，不仅让人
们的生活富有节奏，而且起到了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
同的重要作用。

齐鲁晚报：为了让老百姓春节过得更有滋味，山
东省旅游局自2010年起举办“好客山东贺年会”，连
续四年下来，在百姓中取得了极好的口碑，您是怎样
评价贺年会的？

张士闪：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节日，山东是中
国“礼仪之邦”的优秀代表，“好客山东贺年会”的
诞生将这两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山东省旅游局当时
举办它的初衷，是为了破解北方冬季旅游过淡的世界
性难题，以传统春节为杠杆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在具
体的实践操作过程中，又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如为
民众提供琐细的旅游服务功能，致力于基层社区美好
生活的营造；注意培植景区、村落、城市街区等社会
单元的组织能力、创新活力，优化区域社会的整体水
平；通过旅游与民俗的良性互动，推动社会和谐与稳
定发展。凡此种种，都起到了提高区域民众幸福指
数、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重要作用。

贺年会的操作模式，由最初的政府主导、部门联
动、自上而下地办会，逐渐向突出民众主体、市场主
体过渡，政府在“还节于民”之后，担当“顺水推
舟”的服务角色。

贺年会也很务实，它的工作方式大致是——— 与民
俗学界、旅游学界紧密合作，探索一条深入民间、凝
聚民智、贴近民心、改善民生的“旅游社会化”之
路。我认为，上述秉持“旅游社会化”原则、以担当
更多社会责任为己任的贺年会，客观上已创生出以政
府、学界与社会的密切联动为特征，以优化区域社会
生态、助推整体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山东模式”，具
有重大的工作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特别是其工作理
念、运作模式和联动机制方面的制度创新，对于深入
贯彻落实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
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齐鲁晚报：贺年会既在传承保护春节文化上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也为老百姓提供了种种年节服务功
能，让传统回归、年味更浓，在民俗文化的现代性转
化方面功莫大焉。2014年“好客山东贺年会”马上就
要开始了，您对今年贺年会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有什
么建议吗？

张士闪：好客山东贺年会，是在新世纪以来国家
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运动和为传统节日制定法定假日
的背景下，开展活动并获得成功的。目前的社会状
况，与四年前举办首届贺年会又有所不同。一些根植
民间、自发性强的发生于年节期间的信仰仪式，如昌
邑乡村地区的祭海、“烧大牛”等，在获得了活动举
办的正当性以后，已经初步恢复了社区活力，显现出
民俗传统的独特魅力。

好客山东贺年会在设计、推介与此相关的民俗旅
游活动时，要注意尊重这些仪式的神圣性，尊重当地
老百姓的文化主体地位。对游客而言，既能体验到礼
的尊严，又可感受到俗的亲切，将“朝圣”和“待
客”有机结合起来。在我主持调查整理的“好客山东
贺年会47项民俗节会活动”中，这类仪式活动是很多
的，如曲阜孔府过大年、济南灵岩寺新年祈福、泰山
祈福、蓬莱八仙祈福会等。在虔诚的仪式背后，其实
内含着一方民众对于国泰民安、生活幸福的渴望。通
过合理方式激活这类旅游资源，其实也就是促进了社
区民俗传统的传承与再造，这将使“好客山东贺年
会”更具生活厚度和文化深度。 （李芳芳）

高端访谈

看看这这些些民民俗俗您您都都知知道道吗吗
全省47项重点民俗节庆活动展演(上)

好客山东贺年会经过四年的实践，推出的多项旅游
休闲节庆活动获得成功，在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民
众幸福指数、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效果显著。
全省各地还有民间自发举行的多项民俗节庆活动，分布
于“好客山东贺年会”期间的各个时段，民间基础深
厚，历史传承悠久，传统年味浓郁，规模较大。

这47项民俗节庆活动在全省具有广泛影响、群众基
础雄厚，可经过整理、提炼，培育成“好客山东贺年
会”著名品牌，为其添加动力，也为“好客山东贺年
会”的优化升级奠定基础，更好地发挥旅游对于整个山
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用。

A 济南市

趵突泉新春花灯会

地点：济南市趵突泉公园
时间：农历正月
民俗活动：花灯展演、猜

灯谜、踩高跷、划旱船、耍狮
子、书画展览、拉洋片等。

推荐理由：济南趵突泉新
春花灯会历史悠久，别具一
格，在趵突泉灯会举办期间，
各种花灯精美亮相，各种颜色
流光溢彩，烘托出一派喜庆祥
和的氛围。趵突泉灯会每年都
有一个主题，从各方面挖掘山
东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民
俗文化面临传承危机的今天，
趵突泉灯会已经形成了对传
统民俗文化的一种有效保护。

明湖春节文化庙会

地点：济南市大明湖公园
时间：春节期间
民俗活动：民俗展演、风

味小吃、游戏娱乐、文艺演出、
文化书市等。

推荐理由：春节期间的明
湖庙会到处洋溢着春节的喜
庆气氛，年味十足，热闹非凡。
通过平日难得一见的民间艺
术和小吃激发童年回忆，并在
讲述回忆的过程中，增进人与
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使明湖庙会成为一个普及民
俗、激发回忆、传递情感的平
台。

商河鼓子秧歌汇演

地点：济南市商河县
时间：春节期间
民俗活动：以鼓子秧歌表

演为主的文艺演出(包括进场、
辟场、按场、跑场、煞场、出场
六个部分)。

推荐理由：商河县鼓子秧
歌源远流长，孕育于春秋战国
齐鲁文化，始于秦汉，成于唐
宋，兴于明清，发展繁荣至今，
其威武雄壮、氛围炽烈，有强
烈的时代节奏感，表现出山东
大汉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英
雄气魄，是劳动人民能量、力
量、坚韧性的显现，是民族优
秀舞蹈文化积淀的硕果。

章丘三德范春节扮玩

地点：济南市章丘市文祖
镇三德范村

时间：春节前后
民俗活动：以芯子为主的

艺术表演
推荐理由：三德范扮玩是

章丘当地的标志性民俗文化，
内容丰富，表现出一种力量与
灵巧结合的美。三德范扮玩不
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
化生活，还给人民群众提供一
种表达情感的平台，其形式及
内容都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

千佛山迎春庙会

地点：济南市千佛山风景
区

时间：春节期间
民俗活动：踏青、进香祈

福、物资交换、风味小吃、民间
文艺演出、猜谜等。

推荐理由：庙会是文化传
承的一种形式，多样的民俗展
演，唤起老年人对传统民俗的
怀旧情节，引起青少年的猎奇
心理，增加对优秀民间传统的
了解，提高传承和发扬古老文
化的意识。千佛山庙会有着浓
浓的年味，热闹非凡，且为四
方游客搭建了一个情感交流
的公共空间，对于社会风化、
社会道德建设都具有积极的
教化作用。

关帝送福

地点：济南市历下区芙蓉
街关帝庙一带

时间：农历腊月和正月
民俗活动：小年，写福字

送福字；除夕，接力撞钟迎新
年；春节，儒释道祈福，送开光
福袋；正月初五，关帝巡游；元
宵节，送“八宝财神粥”，送汤
圆。

推荐理由：以关帝崇拜为
基础，融合福文化和民俗文
化，活动内容丰富，场面热闹
非凡。

文庙祈福

地点：济南市府学文庙
时间：春节期间
民俗活动：祭孔、“开笔

礼”、成人礼。
推荐理由：文庙祈福继承

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贴近民
众需求，增添了都市的年味，
展现了中华民族尊孔尊贤的
风貌，对弘扬优良传统有积极
作用。

灵岩寺新年祈福会

地点：济南市长清区万德
镇灵岩寺景区

时间：春节前后
民俗活动：前期活动，新

春赠福、“全家福”征集、拍卖
会等；主体活动，春节祈福法
会、万人祈福游、寻福、颂福、

“全家福”联展、佛教绘画展、
年货大集等。

推荐理由：灵岩寺新年祈
福会依托灵岩寺的自然景观
和文化积淀，已初步形成济南
市春节旅游市场的特色产品。
祈福会期间，佛教信徒和广大
游客纷纷前来祈祥求福，在秀
丽山岳中和祈福过程中感受
灵岩寺的山林气息和传统文
化的精神魅力。

B 青岛市

青岛萝卜·糖球会

地点：青岛文化街、沾化
路、滨县路、诸城路等

时间：农历正月初九至二
十二

正月初九至十五活动区域
为青岛文化街、沾化路、滨县
路、诸城路、昌邑路、福林美
地、浮山新区街道六小区文化
广场；正月十六至二十二活动
区域为以海云广场、糖球广
场、嘉禾路、兴中路为中心，
辐射周边道路和区域。

民俗活动：盛大开幕仪式、
全国小吃会展、地道民俗展演等
涉及乐、赏、吃、购、玩、游等文
化、商贸9大板块55项活动。

推荐理由：“青岛萝卜·糖球
会”是在原市北区举办的“萝卜
会·元宵山会”、原四方区举办的

“海云庵糖球会”的基础上融合
而来。自正月初九至正月二十
二，持续近半个月，堪称“新春第
一节会”。节会举办地位于市区，
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2013

年的节会中仅7天便涌入市民和
游客300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在
节会的民俗展演中游客不但能
看到精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戏曲展演，更可以亲身体验、参
加各种游艺活动。美食展上汇集
各种烹饪方法制作的百种冷、
热、生、熟食品，色、香、味俱全。

市南区浮山所文化山会

地点：青岛市市南区浮山
所1388文化街

时间：农历正月十三
民俗活动：民间祈福、书画

名家现场笔会、民俗艺术展演、
民间小吃、传统游戏、商贸活动

推荐理由：浮山所山会是最
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庙会。浮山
所村自明初世系“军户制度”沿
袭而来，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写满
英雄主义基调。山会期间每天提
供500个祈福灯供大家赏玩，有
象征吉祥安康的面灯，也有象征
五谷丰登的萝卜灯。山会上的香
油果子直径有四五厘米，长一尺
半多，带着嘶嘶啦啦的声音，散
发出一股股面香、油香，听起来
就很香，吃起来更好吃。

市南区新正民俗文化庙会

地点：青岛市区天后宫庙
时间：农历大年三十至正

月十五
民俗活动：新年撞钟祈福、

猜灯谜、吃糖人、扭秧歌、跑旱
船、听大戏、祭财神、拜妈祖，以
及正月十五闹元宵等

推荐理由：天后宫庙会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位于
市区的天后宫交通便利，辐射
范围广，群众基础深厚，人气
旺盛。庙会中的祈福活动自然
是唱主角，妈祖庙正殿，两棵高
大的白果树上挂满了成千上万
的祈福牌，红红火火，喜喜庆庆。
除了祈福活动，游客还可以在庙
会上感受青岛人的老习惯，见
识“耍春”的热闹场面。

即墨市东京山山会

地点：即墨市鳌山卫镇马
连沟村

时间：农历正月初一、正
月二十、三月初三、六月初
六、九月初九，以正月二十日
的庙会为最盛。

民俗活动：祈福、敬神活
动,民间小吃、工艺品展卖

推荐理由：东京山终日香
火萦绕，倚山东望，海光山色
相映成辉，使东京山呈现出旖

旎独特的风景。正月二十那
天，最多时一天可达五万之
众，可谓人山人海。山会上的
民间玩具种类繁多，令人目不
暇接。作为中科院国家海研中
心、海洋地质所所在的鳌山卫，
这里的海鲜没有一点污染，新鲜
又健康。除了海产之外，还有糖
葫芦、糖炒栗子等小孩爱吃的甜
滋滋的食物，以及甘蔗、馒头等
当地自产的产品。

湛山寺祈福迎新年活动

地点：青岛市南区湛山寺
时间：农历大年三十至正

月初七
民俗活动：除夕夜零点

“撞响新春吉祥钟”、“新春
平安祈福”等活动，祈祷世界
和平、祝愿国泰民安。

推荐理由：湛山寺作为中
国最年轻之名刹，既有大量信
徒去朝拜、烧香、许愿、还
愿，又有游客慕名而来参观、
游览、考察，春节时期更是热
闹非凡。游客在新年祈福活动
中既能祈求平安、顺利、吉祥
又可以感受到春节热烈的节日
气氛。

C 潍坊市

杨家埠“年画之乡过大年”

地点：潍坊寒亭区杨家埠村
时间：腊月至正月期间
民俗活动：年画制作工艺

展示、年节期间举行丰富多彩
的民间文艺活动等

推荐理由：潍坊杨家埠是
全国三大画市之一；在杨家埠
民俗文化村内，制作生产风
筝、年画的厂家、店铺比比皆
是，大小、规模、特色各不相
同；杨家埠民俗文化大观园，
成为潍坊的著名旅游景区之
一；乡村民俗游的典型地，贴
春联、包饺子、拉家常等。

昌邑市下营祭海节

地点：山东昌邑市下营港
时间：农历正月十五
民俗活动：一般在正月十

五早上8点-10点，下营港村民
自发的秧歌小戏表演；正月十
五上午10点-12点，举行“焚烧
纸船”祭海仪式；

推荐理由：下营港口为国
家级一类渔港，滩涂辽阔，海
产品丰富；乡村自发民俗活
动，敲锣打鼓百艺杂陈，年味
儿浓郁，热闹非凡。

峡山区玉皇大帝演驾

地点：潍坊市峡山生态旅
游风景区

时间：农历正月初三至十
五

民俗活动：正月上旬民众
抬着玉皇大帝像、纸扎仪仗队
伍等在不同村落游行，场面宏
大，气势壮观。

推荐理由：依托峡山风景
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峡
山旅游风景区的景点有 :伯温
祠、玉皇庙、王母宫、峡山公
园、峡山湖等；作为民众自发
的活动，峡山玉皇庙会吸引了

数万香客、游客前往。除祭拜庙
宇各神灵外，还会赶集购物、观
赏文艺活动；可品尝到朝天锅、
四孔鲤鱼等多种潍县小吃

昌邑东永安村“烧大牛”

地点：昌邑市都昌街道东
永安村

时间：农历正月十四
民俗活动：正月十三晚18

点-20点，东永安村农民自办
“春晚”；正月十四上午8点-
12点，赶年集、“游大牛”、
“祭大牛”、“摸大牛”、
“烧大牛”。

推荐理由：乡村自发民俗
活动，敲锣打鼓百艺杂陈，年
味浓郁，正月十四上午有3万人
参与，热闹非凡；活动有摸牛
头、牛角、牛尾巴、牛身的传
统民俗活动，附近有历史悠久
的孙膑庙及许多灵验传说，颇具
神秘感；“大牛”在特定时间、特
定路线上巡游，在特定时刻烧
掉，火光冲天，动人心魄；可品尝

“双台鲫鱼”等当地名吃。

昌邑市小章竹马

地点：昌邑市围子街道西
小章村

时间：农历正月初八
民俗活动：正月初八是正

式跑竹马的日子，一般是上午去
宋庄为本家族的另一家支表演，
下午返回到西小章村表演，仪式
具体包括试马、备马、出马、跑
马等。

推荐理由：作为一项村民
自发的乡土仪式表演活动，小章
竹马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以及多种多样的文化资源类型，
如真刀真枪的武术表演，马家祠
堂，马氏族谱、祖碑，新老墓田，
新修龙王庙等。此外，小章竹马
的定场演出，集地方小戏、舞蹈、
武术、杂耍于一体，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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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9+10”区域旅游

合作会议在京召开

3日，第五届“9+10”区域旅游合作会议在
北京召开，会议提出，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提
升区域旅游合作水平，并达成“北京共识”、
成立“9+10”区域旅游合作四大联盟，以积极有
效的举措深化和完善区域旅游合作。

会议讨论成立了“9+10”区域入境旅游合作
联盟、“9+10”区域旅游媒体合作联盟、“9+
10”区域旅游研究机构合作联盟、“9+10”区域
旅游投资促进合作联盟，并确定了各个联盟的
总召集人和分召集人。

据介绍，为推动区域旅游合作、实现共同
发展，2008年初，由北京倡议发起，环渤海地区
5省市(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山东
省)、环北京4省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山
西省、河南省)以及国内10个热点旅游城市(北京
市、上海市、重庆市、西安市、杭州市、南京
市、昆明市、成都市、哈尔滨市、桂林市)建立
起“9+10”区域旅游合作机制。

做山东滑雪行业引领者

金象山滑雪场自2004年开业以来，一直引领
山东冬季旅游市场，九年来在滑雪行业中一直
处于龙头位置。

经过多年的规划建设，金象山逐渐成为集
旅游娱乐、滑雪健身、会议拓展、休闲度假于
一体的大型综合性风景游乐区，满足游客多方
面的需求，走多元化发展之路。金象山滑雪场
地貌地形开阔，拥有符合国际化标准的高山滑
雪环境，经过法国著名国际雪场规划专家Paul精
心设计完成，多年来一直引领冬季“健康、时
尚、运动”的健身理念，建有多条初、中、高
级滑雪道，另外还有拖牵、空缆等专业滑雪设
施，成为华东地区滑雪面积最开阔、设施最完
善、专业技术最强的国际化滑雪场。

专业的雪场服务队伍和国际标准的雪道坡
度设计，为游客提供了安全保障。高标准的服
务使金象山滑雪场成为省级标准化服务试点，
获“济南市服务名牌”称号。

金象山滑雪场七次承办济南市滑雪文化节，
还有影响全国的金象山冰雪美人大赛、比基尼滑
雪表演、雪野骑士、滑雪比赛等，引领冬季旅游狂
潮。多年来，金象山滑雪场牢牢占据省城滑雪市
场的七成份额，成为行业引领者。 （姜涛）

D 东营市

牛庄村闹花灯

地点：东营市东营区牛
庄镇牛庄村

时间：农历正月初五至
正月十五

主要活动：主要包括扎
制花灯、请灯、跨村落巡演
等活动。扎制花灯需提前十天
开始，正月初五请灯，正月初
六开始去周边村落巡演。

推荐理由：花灯是一种
有着丰富的艺术性的民间工
艺品，有着较高的观赏和收
藏价值。闹花灯表演则是一
种融合了故事传说、工艺制
作与展示、舞蹈说唱以及民
间信仰仪式为一体的综合性
的艺术表演形式，表演场面热
闹壮观，充满乡土气息和地方
特色。牛庄村为吕剧发源地，
有着悠久的吕剧表演传统。

E 淄博市

淄川区西关“打铁花”

地点：淄博市淄川区西关
社区

时间：农历正月十五
民俗活动：正月十四，打

铁花艺人搭建场地，制作熔
炉，并于晚上进行试演；正月
十五晚上进行打铁花表演。

推荐理由：传承已久的民
间绝技，拥有独特的艺术特
色，铁花带着不同的色彩在空
中绽放开，金丝飞驰，与背后
幽深静谧的天空形成了强烈
的视觉对比。“打铁花”也蕴含
着关于技艺、传统、民俗、艺
术、传说等在内的一整套社区
文化，反映出了悠久的历史背
景和宏大的历史叙事。

张店区炉神姑庙会

地点：淄博市张店区铁山
炉神姑庙

时间：农历正月十四至正
月十六

主要活动：炉神姑庙会为
集祭神、求神、娱神、游艺、竞
赛、戏曲、集市等多重功能于
一身的多功能综合性庙会，并
保留了较强的传统庙会的性
质。

推荐理由：炉神姑崇拜在
当地及周边地区有着深厚的
信仰基础，铁山炉神姑庙为当
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
炉神姑庙宇，在炉神姑信仰圈
中有着无可比拟的权威性。庙
会上的美食、民间工艺品展
销、物资交流大会则丰富了庙
会活动的内容。

周村芯子

地点：淄博市周村区
时间：农历正月十三到正

月十五
主要活动：以抬芯子为表

演主体，辅之以仪仗、锣鼓、秧
歌、高跷等多种民间传统艺术
表演形式，在周村主要街道上
巡演三天。

推荐理由：抬芯子起源于
明清时期，融合了民间传统的
扮玩、锣鼓、京剧等多种艺术
表演形式，并有自己特色，场
面宏伟壮观。抬芯子以戏剧故
事、民间传说为主要内容，踩
芯子的孩童们装扮成各色人
物，高悬空中，宛如下凡仙子
一般，看不出有任何立脚之
处，令人叹为观止。“周村芯
子”于2008年被列入“中国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沂源县放河灯祈福

地点：淄博市沂源县
时间：农历正月十五
主要活动：“放河灯、祈幸

福”活动，包括制作河灯、放河
灯、河灯比赛、放灯祈福等具
体活动内容。

推荐理由：放河灯祈福活
动起源于旧时送灯习俗，在传
承其“追思祖先，祈求五谷丰
登”传统意义的基础上有所创
新，增加了祈福的新内容。沂
河为山东境内最大的内流河，
雄浑壮阔，河灯点起之时，景
色蔚为壮观。

张店玉黛湖民俗庙会

地点：淄博市张店区玉黛
湖风景区

时间：农历正月初一至正
月十五

主要活动：重点推出“祈
年福”的系列活动，包括烧头
香祈福、撞钟祈福、祈福法会、
开光加持活动等等，还针对不
同人群安排了如奇石、花卉、
非物质民俗展，民间传统艺术
表演，民间游艺竞技等众多异
趣纷呈的其他民俗活动。

推荐理由：玉黛湖民俗庙
会在景区自然风光和物质风
光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民俗传
统文化内容，可谓是锦上添
花，民俗庙会中的“祈年福”系
列活动蕴含着人们的美好向
往，有着强烈的感召力和吸引
力。

山东物产丰富、民风淳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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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陵小枣、平阴玫瑰、莱芜香肠、泰
山玉、长清木鱼石……

时下在外旅游、出差时捎点土特产给亲友是
人之常情。“上哪儿买山东特产?”很多人都曾遇到
外地亲友类似的提问,想了半天却发现,尽管“山东
特产”很多,但要想购买却很难。现在，大家不必再
为此而发愁了，位于大明湖西南门、面积达500平
米的优特山东特产超市全省旗舰店，特产可谓是
一应俱全，真正做到“无需跑遍山东，17地市特产
一站购齐！”

优特山东特产连锁超市作为山东省内最大的
特产连锁销售企业，汇集了“山东名优特产”、
“中华老字号”等知名品牌百余种，“正宗、特
色、平价”是最为显著特点，2300多种商品全部
厂商直供。优特已在济南、泰安、青岛、烟台、
威海、菏泽等城市和京沪高铁(山东段)全部客站
开设了连锁超市42家，仅在济南市区就有大明
湖、泉城广场、大观园、汽车南站、火车东站、
山大路、洪楼广场、汽车东站等多家分店，走进
任何一家优特超市，顾客会享受到同样高品质的
服务。为方便外地顾客及不方便到店的顾客，优
特上线了淘宝店http://utlysp.taobao.com,真正做到
山东特产轻松购齐！

优特服务热线：400—0808—456

“无需跑遍山东

17地市特产一站购齐”

优特山东特产连锁超市

休闲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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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昌邑市东永安村“烧大牛”。
2、外国游客体验埠阳庄民俗。
3、欧洲游客体验贺年会民俗。

2
3


	B14-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