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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布统大草原

每个人都有一个草原梦，谁
不想驰骋在苍茫的草原上，体验

“马蹄溅得落花香”的惬意，谁不
想微微仰望，便能沉浸在浩瀚的
星光中。草原就是这样一个能满
足你梦想的地方。辽阔的草原、
幽静的白桦林，清澈的湖水，悠
扬的马头琴声，都在向你倾诉一
个游牧民族的历史。这个毕业季
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去草原玩
吧。

【暑假经典线路】

★承德避暑山庄、乌兰布统大草
原、红山军马场卧铺巴士纯玩5

日游
★烟台直飞海拉尔玩转呼伦贝
尔双飞5日游

（7月每周发班包机独立成团）
★呼伦贝尔阿尔山双飞 6日游

（特价收客中）
★大连、旅顺、金石滩/发现王国
双船4日游
★北京精品亲子纯玩双飞4日/

单飞5日游

★韩国爱宝、加勒比水世界亲子
双飞4日游
★香港四园两馆双飞5日游
★香港澳门两园五馆双飞5日游
★昆明、大理、丽江温馨亲子双
飞6日游/+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欧洲3/6国亲子12日游
★美国东西海岸+名校探访14-16

日游
★澳新农庄体验/澳新凯双礁+

海豚岛12日游

【国内旅游】

★桂林、漓江、阳朔双飞5日游
★西塘、乌镇大巴往返4日游
★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6日/+西
双版纳8日游
★成都、九寨沟、牟泥沟双飞5日
/+峨眉乐山双飞7日游
★张家界、长沙、韶山、凤凰古城
双飞6日游（16日、18日特价收客
中）
★另有更多国内线路，欢迎来电
垂询！

【出境专线】

★台湾环岛双飞8日游：8月份疯
狂预订中
★韩国首尔、仁川、济州岛4飞5

日/双飞4日游
★欧洲3/4/6/8国11-14日游：烟
台起止，团期多多，预订抢票中
★北欧+俄罗斯+峡湾13日游
★澳新10日游：烟台起止，特价，
团期多多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14日游

（9月特价19990元，烟台起止）
★巴厘岛/塞班/帕劳/马尔代夫
等岛屿游热销中，代办各国签
证，欢迎来电详询

【周边专线】

★蓬莱阁/海底世界/华夏城/刘
公岛/方特/南山大佛/天籁谷/西
霞口野生动物园/昆嵛山直通车
一日游，周末发班
★沂水大峡谷+荧光湖+天马岛二日
游/长岛/青岛/台儿庄/黄花溪二日
游，更多精彩线路，欢迎您来电垂询
山东省中国旅行社烟台分社：
报名电话：6235000 6238000

地址：解放路89号儿童影剧院院内

盛盛夏夏狂狂想想““娶娶””
6600元元玩玩欧欧乐乐堡堡
蓬莱欧乐堡梦幻世界七夕交友派对报名开始

原价270元，现价60元

在蹉跎岁月中浮浮沉沉，在
浮世流光中忙忙碌碌，蓦然回
首，时光倥偬，我们在不知不觉
中丢失了太多东西。爱情都去哪
儿了？你是否还在默默等待？这
个夏天，我们和爱情有个约会，
插上勇气的翅膀，收获幸福的果
实，你予我信任，我还你真情。8

月2日，相约蓬莱欧乐堡，遇见
TA，遇见爱。

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与
蓬莱欧乐堡梦幻世界联合举办
的“七夕交友派对”将于8月2日，
即七夕节当天火热开启。据欧乐
堡梦幻世界负责人介绍，本次交
友派对包括爱的初体验、贴心游
戏、浪漫相约、牵手有礼等诸多
环节，通过温馨浪漫的趣味互动
快速拉近男女双方距离，让大家
在活动过程中认识对方，了解对
方，建立好感度，寻找到理想目
标。本次活动的宗旨是在弘扬传
统文化的同时，为渴望真爱、苦
寻另一半的单身男女搭建平台，
让有情人早日觅得良缘。

蓬莱欧乐堡梦幻世界由蓬
莱八仙过海旅游有限公司投资
20亿元重金打造，以欧洲经典建
筑风情为主，融入欧美最先进的
科技元素，打造目前国内设备最
尖端、项目最齐全、科技含量最
高、超越想象极限的大型游乐
园。

欧乐堡梦幻世界分为童话
镇、勇者挑战区、魔幻城堡、天鹅
堡、环游世界区、探险乐园区、欢
乐派欧洲街七大主题区，包括龙

卷风、雷神之锤、极速飙车、高空
飞翔、动物危机、古堡惊魂、寰球
之旅、金矿小镇、逃离外太空、逃
出尼罗河、亚马逊漂流等三十余
个主题项目，大部分设备均进口
自德国、美国、荷兰、意大利等国
际一流厂家，采用国际顶尖的设
备与技术让游客身临其境，充分
享受乐园的惊心动魄与妙趣横
生。

其中，动物危机(4D轨道车)

采用了美国环球影城最新推出
的变形金刚技术，英雄三剑客
PK动物逆袭，世界末日让你过
足英雄瘾！逃离外太空(星空过
山车)设备投资和星空模拟设计
水平为世界之最，各种声光电效
果让你享受惊心动魄的太空旅
程；寰球之旅(4D飞行影院)在美
国迪士尼最著名的设备——— 遨
游加利福尼亚的基础上改进三
维视觉效果，情景更加逼真，把
世界各地名胜收入眼底，让所有
感官齐享饕餮盛宴！

浪漫精彩的交友派对结束
后，报名男女可自行配对游览乐
园，体验项目，进一步增加熟悉
度与好感度。在速度与激情、惊
险与刺激、浪漫与旖旎的游乐体
验中将爱情进行到底！

报名费用：原价门票200元
+车费70元，现价60元/人（含
车费）

此活动只限100人
每天只限10人报名
咨询电话：18660066046

微信报名：polly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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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暑”之草原篇

■草原A：承德避暑山庄、小布达
拉宫、乌兰布统草原双卧6游/单
飞5游/双飞4日游
7月26/30日
■草原B：呼和浩特、希拉穆仁草
原、库布齐沙漠、席力图召双飞5

日游
7月26日
■草原C：呼和浩特、希拉穆仁草
原、库布齐沙漠、成吉思汗陵、席
力图召双飞5日游
7月26日
■草原D:呼伦贝尔大草原、额尔
古纳、满洲里、室韦俄罗斯双飞5

日游
7月24日/29日

●包机特价

■大连、金石滩/发现王国+旅顺
双船4日游
天天发 每周五含全陪
■长沙、韶山、张家界、九天洞、
茅岩河、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独立成团，含全陪
7月25日/30日
■武汉、三峡大坝、长江三峡、西
陵峡、盘龙岭、三峡云顶双飞纯
玩6日游
7月26日/28日
以上线路均独立成团，含全陪！

另有多条暑期周边多日亲子线
路，详情请致电！

●缤纷亲子游之游学篇

■日本亲子精彩6日游
7月31日 8月7日
我社独立成团，青岛去烟台回，
含青岛送机，当地4-5星住宿，畅
游三馆，让您不虚此行。
我社专业办理美国签证，旅游/

商务/探亲，为您提供一站式服
务，解决您的赴美需求。

●军事夏令营篇

■2014“走入军营”青少年历练自
我军事训练营
7月27日
每班仅限40人，7-16周岁优秀少
年。
统一售价：1488元/人

●缤纷亲子游之韩国篇

■韩国亲子爱宝乐园、加勒比海
水世界双飞4/5日游
7月26日
■仁川、首尔双飞4日游/半自由
行4日游
7月29日/30日
■首尔、济州岛4飞5日游
7月28日
■2014中韩青少年文化交流6日游
7月25日 2680元/人

■仁川、首尔亲子双船6日游
7月25日 2080元/人
■首尔、仁川双船5日游
7月28/30日 1350元/人
■首尔、济州船飞6日游
8月1日 3280元/人
8月8日/10日/22日/29日 2780元/人

●缤纷亲子游之港澳篇

属于孩子的专属假期——— 夏令营
广州、香港、深圳双飞5日游
团期：7月20日/23日/26日/30日

8月2日/3日/10日/13日

价格：4980元/人
属于您全家人的假期——— 亲子
港澳双飞5日游
团期:广州往返7月26日/30日
8月2日/3日/10日/13日
价格：4680元/人

■环山路：6625111 6629185

■胜利路：6600138 6600159

■莱山振华门市：6710503

■莱山银座：18561105063

■四马路：6219566

■开发区：6380535

■莱阳门市：3365866

■第一大道：6262255 6262200

■门市加盟电话：6619111

地址：芝罘区西盛街28号第一大
道502室(大润发西侧)

摩尔明星首度亮相鲸鲨馆

摩尔礼品现场派发

“女儿非常喜欢摩尔庄园
的动画产品，最喜欢的形象就
是漂亮的么么公主，平时只能
在网站上、电视上才能见到他
们，这次终于见到真实的么么
公主了，感觉比电视上的还漂
亮！”市民闫女士告诉记者，她
身旁的女儿恰好身着摩尔庄园
的主题衬衫。记者看到，摩尔庄
园的明星们都有着圆圆的小脑
袋、可爱的红鼻子、鼻子旁边有
两条弯弯的曲线、两个黑色的
小眼睛，脸上还挂着灿烂的微
笑。这次做客烟台海昌鲸鲨馆，
他们还带来了一位来自海昌极
地海洋世界的朋友——— 白鲸使
者！

见面会现场设置了趣味生
动的问答环节，问题大都与烟
台海昌鲸鲨馆和摩尔庄园有
关。记者在现场看到，还真有不
少海昌控股的铁杆“海米”和淘
米动画的资深“米饭”，对主持
人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

为了感谢烟台小朋友们的
热情参与，摩尔庄园的大明星
们还专程为见面会准备了一段
动感的舞蹈《摩尔欢乐颂》。圆
圆的脑袋、胖胖的身子，再加上
优雅的舞步、搞怪的表情，跳起
舞来简直“萌”态百出，博得现
场小粉丝们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声。见面会最后，舞台剧明星们

还和小朋友一起进行了海底巡
游，在馆内与小朋友们热情合
影，一同观赏世界上最大的鱼
类——— 鲸鲨，感受国内首家360°
天幕影院《海之交响乐》，观看
爆笑海洋动物版“非诚勿扰”，
在鲸鲨馆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
时光！

欢聚烟台海昌渔人码头

摩尔庄园舞台剧周末首演

摩尔庄园明星见面会结束
后，很多小粉丝都表示意犹未
尽。记者了解到，7月19日，也就
是本周六，摩尔庄园舞台剧《抛
开烦恼去旅行》将在烟台海昌
渔人码头“欢乐海岸”美食广场
进行首演！暑期的演出时间是7

月19日-8月17日的每个周六、周
日，每周末演出四场。舞台剧烟
台站巡演期间，凡购买烟台海
昌鲸鲨馆门票，即可凭门票票
根免费观看摩尔庄园舞台剧。

邪恶势力的代表——— 库
拉，企图抓走可爱的小白鲸激
活黑魔法，在海洋世界里为所
欲为。摩尔庄园的大明星岂能
让库拉的阴谋得逞，他们要把
小白鲸护送到一个叫“海昌海
洋世界”的地方，一场斗智斗勇
的拯救小白鲸计划开始了……
勇敢的小朋友们，赶快到烟台
海昌渔人码头，与大明星们一
同念起神奇的咒语“噢吧，噢
吧，海昌，Style！”阻止库拉的阴
谋！

舞舞台台剧剧《《抛抛开开烦烦恼恼去去旅旅行行》》

1199日日首首演演

海海峡峡国国旅旅倾倾情情打打造造非非凡凡旅旅程程((系系列列之之五五十十三三))

摩摩尔尔庄庄园园舞舞台台剧剧剧剧照照。。

暑期港澳两园五
馆亲子游，韩国双飞4
日 亲 子 游 特 价 收 客
中，欢迎来电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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