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魅力力张张家家界界””迎迎来来学学生生潮潮
“大美黄山”本周启程，游的是优质景区哦

““新新六六艺艺夏夏令令营营太太棒棒了了，，明明年年还还参参加加””
国学体验夏令营广受好评

本报讯(记者 赵清华) 7

月23日,本报读者旅游专线之
“魅力张家界”第三期如约而
至，记者跟随由13组齐鲁晚报
读者家庭组成的50名成员一同
乘上赶往张家界的列车。与前
两期不同的是本次出游的主
角是学生，有学生17人。“我们
就是等孩子放假了，带他出来
感受一下大自然，体验书本上
得不到的感受。”

孙女士在中考之前已经
向儿子作出出游承诺，迫于
没有找到合适的出游地点将
计划一拖再拖，而当看到齐

鲁晚报报道旅游专线的消息
时，她和儿子稍作商量就报
上了名。“看完行程后，我就感
觉像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线
路确实不错！”她笑着说，这个
年假陪儿子旅游也算值了。像
孙女士这样为陪孩子出游请
年假的真不在少数，铁路职工
武先生、财务人员张女士等都
是这样。

9岁的小润琳是由爷爷
奶奶带领一起出游的，旅游
结束时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

“小团队”，每新到观光景点
前，他们总会先聚在一起“开
个小会”而把家长们扔到一
边。小润琳自己也从开始时
娇滴滴的小公主变成了助人

为乐的“小贴心”。“漂流超级
好玩，尤其是漂流过程中打
水仗是最让人开心的，也是
从那时，我和哥哥姐姐们开
始快速熟悉起来！”此次旅游
线路是本报独家定制的产品,

包括八大美景:张家界森林公
园、世界第一梯百龙天梯、旷
世绝景天门山、茅岩河漂流、
张家界大峡谷、黄龙洞、千年
古镇芙蓉镇、中国最美小城
凤凰古城。“魅力张家界”线
路本周又有读者朋友启程。

最新一期的“齐鲁晚报读
者旅游专线”之“大美黄山”四
日游和三日游线路将在本周启
程，今后将按照两周一期进行。
景点为徽州地区优质景区。

本本报报小小记记者者暑暑期期学学写写作作
30多名贫困儿童通过公益招募加入小记者团

读者专享优惠

“魅力张家界”线路：市
场价为2600元/位 ,本报读者
2280元/位。该产品中仅门票
一项就涵盖价值1100元景区
门票,往返火车票643元。为了
方便济南以东地区报名来济
南参团的游客 ,本报同时推
出双人报名免一人来济火车
票的优惠。

“大美黄山”四日游和三
日游线路：四日游市场报价
为2180元/人 ,本报读者专享
1990元/人特惠；三日游市场
报价为1880元/人 ,本报读者
专享1690元/人特惠。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国学对孩子影响太大了，明
年有机会还要参加！”近日，由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省图
书馆尼山书院和齐鲁晚报小
记者团共同主办的公益性夏
令营———“新六艺国学体验夏
令营”开营后，家长和孩子们
学习热情高涨，目前已经有三
期、近150名小学员顺利结业，

不少家长纷纷表示明年还要
参加。

已经顺利结业的小学员
们个个出落得自信、明理、感
恩、大方！国学体验夏令营位
于大明湖畔遐园内的省图书
馆国学分管二楼的教室，每天
孩子们都在山东大学专家教
授的陪伴下，在这里诵读经
典、习文养性、潜修六艺，暑假

生活过得健康又有意义。
为了让孩子们在暑假期

间也能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
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每天上午
8:30开始，下午5点结束，家长
早晚接送。具体课程安排包括

“童蒙养正”的重要意义，，六艺
展示和其重要意义，少儿太
极，诵读经典，中国剪纸以及
礼、乐、射、御等六艺的修习，

摄影等，同时还会在午餐和休
息时间为孩子们安排图书漂
流活动，分享阅读体验，共同
提高一起进步。

另外，国学体验夏令营六
期全部结束之后，将在文庙
(暂定)举行结业仪式，届时现
场祭孔并颁发结业证书，穿汉
服背诵《弟子规》，进行少儿太
极拳、日常礼仪、射礼展示等。

本报讯(记者 刘胜男) 为给读
者朋友降温解暑，7月25日，本报联合
济南长途汽车东站旅游集散中心打造
的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带大家来到
济南方特东方神画，“孩子一直想玩
水，但是又没有合适的地方，前两天从
报纸上看到晚报组织的‘飙水狂欢’活
动，我就带着全家立即报名了。”前来
参加活动的王先生说。

7月25日上午7：00，济南东站已经
聚集了很多去参加“飙水狂欢”的读者
朋友，一家三口的占多数，“趁着周末
陪孩子一起玩，小孩本来就喜欢这种
主题公园，里面有很多可玩的项目。”
带着孩子的刘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又
正值“飙水狂欢”活动，小孩子和大人
都可以释放自己。7:30，载有30多人的
长途大巴从济南长途汽车东站发出，
一路上小朋友们兴奋不已。到达方特
东方神话后，读者朋友开始了奇幻惊
险刺激之旅。“影响最深刻的就是极地
快车，真有天旋地转的感觉。”“准大学
生”马积喜告诉记者，玩完这个之后，
其他项目都是小菜一碟。

中午时分，“飙水狂欢节”开始，无
论大人小孩，以水枪、水盆、水桶等各
式泼水工具为“武器”,纵情进行一场
夏季狂欢水战。“希望晚报多组织这样
的活动，既可以和孩子交流感情，也可
以释放一周上班的压力。”李女士说。

济南长途汽车东站的负责人告诉
记者 ,此次活动给予晚报读者九折优
惠,仅需180元就可以狂欢，同时还可以

“购景区门票,享免费乘车”。济南方特
首届“飙水狂欢节”一直持续到8月31

日，“我们的优惠活动也不仅限于本
周 ,将持续到狂欢节结束。”济南长途
汽车东站的负责人介绍。

目前 ,本报联合济南长途汽车东
站推出的读者旅游专线已经形成了固
定的六大线路共十大精品热点景区。
在济南长途汽车东站旅游集散中心乘
坐“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的旅客 ,

可享受“购景点门票 享免费乘车”的
优惠活动。每逢周六、周日早8:30在济
南长途汽车东站(二环东路和工业南
路交叉口东北角)发车。齐鲁晚报读者
旅游专线报名咨询热线 : 8 8 9 3 4 9 8 8、
88934987。

周末飙水狂欢去
读者旅游专线带您享清凉

本报读者旅游专线的朋友们抵达张家界，开启快乐之旅。 本报记者 赵清华 摄

专线参与方式

为了方便广大读者了解
活动详情 ,本报除了开通报
名咨询专线外 ,关注本报微
信公号“在旅途”“齐鲁晚报
读者俱乐部”“齐鲁晚报旅
游”都可了解详细行程。

报名地点 :大众传媒大
厦 (泺源大街2号 )一楼大厅
和山东中铁国旅(趵突泉北
门西邻)。

报名咨询电话 :0531—
82420889。

相关链接

本报讯 (记者 王若松 )

近日，“齐鲁晚报康宝莱小
记者编辑部”暑期编辑课堂
正式开讲啦！来自齐鲁晚报
的知名编辑记者给孩子们带
来了精彩的新闻写作基础知
识与报纸编辑课，与孩子们
交流互动。本次编辑课上，30
多名暑期公益招募的贫困儿
童与小记者共同学习。

众所周知，要做一名合
格的晚报小记者，笔杆子功
夫是不能少的！为了提升小
记者的笔杆子功夫，丰富小
记者的暑期生活，“齐鲁晚报
康宝莱小记者编辑部”暑期
编辑课堂正式开讲！

7月26日下午，来自晚报
的知名编辑记者在大明湖畔
遐园内的尼山书院为孩子们
授课，从新闻采访到新闻写
作，再到报纸编辑等，老师们
结合经典的新闻案例，为孩
子们耐心讲解、精彩互动，在
欢声笑语中共度了一个美好
的下午。

本次编辑课上，30多名
在晚报小记者团暑期公益招
募中通过面试的小记者也参

与进来。进入暑假后，不少孩
子及家长迫切想要加入齐鲁
晚报小记者团，包括一些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以及家庭困难
的孩子。为了满足需求，本报
小记者团特面向这些孩子启
动公益招募计划。公益招募的
活动自启动以来，报名火爆！
不少孩子经过面试后，拿到了

“小记者证”，成为一名名副其
实的齐鲁晚报小记者。

目前，公益招募还在进
行中，主要面向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及贫困学生，面试通

过后就可以和其他孩子一起
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并
在“齐鲁晚报康宝莱小记者
编辑部”亲手办属于自己的
报纸！康宝莱在全球非常关
注儿童健康成长，每天向12
万贫困儿童提供健康营养，
在中国建立了3家康宝莱之
家。如果您也想加入的话，那
就赶紧报名吧！面试通过后，
孩子们就可以参加我们组织
的各类活动，而且还能在“齐
鲁晚报康宝莱小记者编辑
部”亲手办报纸。

小记者团简介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自去
年正式成立以来，孩子们报
名热情高涨，目前在全省已
吸纳小记者数千名，组织各
类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上百
次，如报纸义卖、公益拍卖、
国学夏令营、军事夏令营、走
进农科院、走进消防队、走进
名牌高校等等。

今年，小记者团全面启
动了精英培训计划，按层次、
分阶段，充分照顾到不同年
龄段小记者的不同需求，提
供更加丰富而自由的选择。

此外 ,今年小记者团还
将推出每月一次的“家长沙
龙”,邀请国内外各方面的教
育专家,与家长面对面交流。
家长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成功
做法 ,也可以就自己遇到的
问题,寻求专家辅导。

这么丰富多彩的活动在
向你招手,想成为小记者的孩
子们,可别错过哦!

报名请加入小记者团
QQ群 ( 2 4 5 6 3 2 3 0 4 ) ,或者通
过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微信
(w anb a o j i z h e t u an )直接报
名。

小记者们在大明湖畔上课。

小贴士

6条旅游专线

1号线:百脉泉60元、朱家峪40元；
2号线:红叶谷80元、九如山120元；
3号线: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80元、

九顶塔120元；
4号线:欧乐堡220元、泉城极地海

洋世界160元；
5号线:济南植物园30元；
6号线 :方特东方神画180元(持续

到8月31日)。
价格均含景点门票及往返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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