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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VV联联盟盟带带你你和和春春天天来来场场约约会会
首站玩转金象山，还有丰富春游活动等你来

本报济南2月22日讯(记者
贾鹏 许亚薇) 2月18日，

2017年齐鲁晚报旅游大V联盟
首站活动在金象山圆满落幕，
来自全省各地的12家自媒体成
员参与活动，在滑雪场激情滑
雪，在冰时代赏冰雕、看冰灯，
春游畅聊，玩得不亦乐乎。春天
来了，联盟还会组织丰富多彩
的采风活动，有意加入者请联
系微信467979172。

齐鲁晚报旅游大V联盟是
以宣传服务旅游业为宗旨的民
间自发组织,以齐鲁晚报融媒体
矩阵为骨干，团结全国志同道合
的旅游大V及相关微媒体、自媒
体参加。

金象山活动首次启用VR
(Virtual Reality的简称，即虚拟
现实 )全景直播的方式，利用
VR全景相机，用360度视角，重
现滑雪激情，具有超强的模拟
现实感。VR全景可方便户外运
动爱好者更加全面记录周边情
况，而不仅仅局限在眼前。

VR全景设备还有一个相
当大优势，就是可以增加观看
者的参与感与互动性，观看者
会置身其中的感觉，这是很多
户外运动爱好者，以及喜欢拍
摄和记录的用户都想要的，并
且还有很高的趣味性和可玩
性。

山山东东龙龙冈冈旅旅游游挂挂牌牌““新新三三板板””

本报济南2月22日讯(记
者 许亚薇) 2月17日，山东
龙冈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北
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交易中心举行挂牌敲钟仪
式(企业简称：龙冈旅游，股
权代码：NQ870257)，这是山
东首家“新三板”旅游企业，
也是全国首家挂牌的溶洞旅
游企业。

据了解，山东龙冈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 0 0 4
年，成功打造了全国首个单
体营收过亿的溶洞景区山东
地下大峡谷旅游区和“亚洲
唯一”的沂水萤火虫水洞独
特景观，创造了弱势旅游资
源区异军突起的“沂水旅游
现象”。目前，龙冈旅游的主
营业务是旅游景区开发、旅
游景区运营和旅游在线服务
三大块，涵盖了旅游产业链
的上中下游。

对于挂牌“新三板”，龙
冈旅游集团董事长张善久表
示，成功上市为公司更快、更
好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资
本平台，公司将抓住发展新
机遇，推动景区建设，把龙冈
旅游打造成中国最大的旅游
洞穴运营商，为地方经济和
社会发展做出更加积极的贡
献。

山东龙冈旅游副总裁孔
杰说，上市期间对企业的内
部控制与服务标准提出更高
的要求，龙冈也在洞穴旅游
方面探讨制定一些适合企业
与行业的服务标准。“上市成
功后，企业真正意义上进入
资本市场，更具有了公众责
任和义务，我们不仅仅要对
游客的服务水平意识提升，
还要做到为投资者负责，所
以我们的压力会更大，同样
我们的动力也会更强。”本报济南2月22日讯(记者

许亚薇) 自2月9日发布第
一期春游线路以来，欧洲、澳
洲等出境游线路咨询电话不
断，受到读者追捧。本周，老乔
游记“春游”计划又添新线路，
美国西部9日游，其中还有两
天自由行哦！

自去年12月6日起，济南
有了第一条洲际航线，由四川
航空执飞的洛杉矶的航线正
式开通，节省了济南旅客来往
美国的时间，12-13个小时便可
直达美国。

随后，各大旅行社纷纷发
布“美西游”，开启洛杉矶、拉
斯韦加斯、圣地亚哥等多地9-
11日线路，省内游客可省去前
往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乘飞
机的舟车劳顿，从济南遥墙机
场起飞，直达美国洛杉矶。

齐鲁晚报旅游工作室“春
游”计划与嘉华旅游合作，为

大家推荐“美利坚-美国西海
岸三城9日游”线路，其中包含加
州著名海滨度假城市圣莫妮
卡，全世界最最贵宅区比弗利
山庄，夜游拉斯韦加斯，圣地亚
哥军港，巴博亚公园等地。

此外，行程中在拉斯韦加
斯和洛杉矶共有2天的自由活
动时间，可自主安排当天的行
程，例如在拉斯韦加斯可以游
览科罗拉多大峡谷，在洛杉矶
可以参观好莱坞星光大道、中
国大剧院、好莱坞环球影城等
市区景点，让整个旅行过程更

加轻松随意。
“春游”计划中的欧洲、澳

洲线路还将继续招募，其中欧
洲线路报名火爆，3月的团期
已全部预订满额。4月，神州国
旅特别增加了荷兰一地，正值
郁金香盛花期，想感受异域风
情的伙伴们快快报名吧！

如果有意愿参加出境游
线路，可致电本报进行咨询。

美 西 9 日 热 线 ：0 5 3 1 -
85196829

欧洲、澳洲热线：0 5 3 1-
85196613

下下周周一一，，九九如如山山开开山山了了
“一次游园，终身免票”继续进行

全景冰雕馆

美翻了

淼淼的小确幸 程鲁梅
阳光明媚的周六，跟随齐

鲁晚报旅游大V联盟来到了
金象山滑雪场。不愧是济南首
家滑雪场，蛮有大牌风范，放
眼望去，不仅场景开阔，设施
也比当年完善了许多，对我这
个滑雪菜鸟来说，吸我眼球的
莫过于雪地摩托车还有冰幻
时代(冰雕艺术展馆)，心想如
果有狗拉雪橇岂不更好。

当然最感兴趣的还有大
V手中VR全景直播的新玩意
儿，一起凑个热闹小试一把。

这次VR直播派上了大用场，
全方位的欣赏和拍摄，简直美
翻了。急切地走进冰雕馆，开
门的瞬间有种进冰宫的感觉，
同时两眼也被少见的冰雕艺
术惊呆了，圣诞老人、大白、北
极熊以及各种萌萌的小黄人，
栩栩如生，令人大饱眼福，即
使快要冻僵双手也要全部留
影。还有那冰滑梯，像回到了童
年，忍不住跟同行的大姐一起
过了把瘾。走出冰雕馆，意犹未
尽的感觉，期待下次跟齐鲁晚
报旅游大V联盟再出发！

春季看雪，

别有一番滋味
乐山者 陈光东

多年之前，济南周边没有
像样的滑雪场地，自从建成金
象山滑雪场，这里就成了滑雪

者的乐园。2月18日随齐鲁晚
报旅游大V联盟来到金象山
滑雪场，首先感到滑雪场地形
开阔，不输于东北原生态滑雪
场。通过了解得知，它是按国
际水准开发建设，符合国际化
标准高山滑雪环境，设施完
善，已成为全国专业技术很强
的几大主要滑雪场之一。

场地有了，那雪从哪里
来？经询问得知，这里的雪除
了天然降雪，主要靠人工造
雪，所以老天爷少雪，甚至不
下雪也不怕，环境温度不够寒
冷也可滑雪。现在已是春天，
滑雪场仍是白雪皑皑，一派北
国风光。滑雪在济南地区是个
新兴体育运动，吸引着众多爱
好者参与。

驰骋雪花包裹的

童话世界
大嘴吃泉城 穆琳

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性
格和味道，冬天给人通透纯净
的感觉，尤其是置身滑雪场的
时候，它带给你的浪漫不言而
喻。滑雪是最能体现冬季性格
的运动，即便在滑雪的时候不
慎摔倒，你的脸也依旧是挂着

笑的……因为在这个被雪花
所温柔包裹的童话世界，绝对
会给你自由驰骋的空间。

一直很想去滑雪，过年期
间金象山都预订不上。感谢齐
鲁晚报旅游大V联盟提供的
这次机会，长这么大第一次滑
雪真的很紧张！一大清早，雪
场上就有很多滑雪爱好者做
热身运动了。金象山滑雪场拥
有高、中、低不同级别的滑道，
能够满足不同水平滑雪爱好
者的要求，各码数的雪鞋、各
个长度的雪板、各型号的护
具，还有小药箱，很是专业。还
有雪地摩托、滑雪圈等多种雪
上活动项目。服务员知道我
们两个人，特意找了一个大
点的存储柜子给我们，好贴
心的服务。

直直飞飞洛洛杉杉矶矶，，畅畅游游美美西西大大峡峡谷谷
齐鲁晚报老乔游记“春游”又添新线路

齐鲁晚报老乔游记春游

产品 线路 日期
美国 品质美利坚-西海岸三城9日 4月18日

欧洲 德法意瑞梵+荷兰6国13天
4月1日
4月23日

澳洲 墨尔本、悉尼7日游活动 每团仅
限20人

4月8日
4月13日
4月20日
4月27日
5月4日

发发展展观观光光采采摘摘游游

沂沂源源燕燕崖崖镇镇村村民民脱脱贫贫致致富富

本报济南2月22日讯(记
者 宋磊 通讯员 李琳
琳) 一场春雪后，沂源县燕
崖镇朱家户村村民正筹备樱
桃花开后的阳春赏花观光
游。自从发展乡村旅游以来，
村里搞采摘园、办观光游、建
农家乐，不仅“面子”美了，

“底子”也厚实起来，千亩果
园、几十户采摘园、2家农家
乐跟进服务，30余户贫困家
庭获益。

燕崖镇是山东省最大的
大樱桃连片种植基地，有省
定贫困村13个、贫困户2031

户，脱贫任务重。燕崖镇统筹
运转旅游、农业、党建“三大
驱动”，全力助推脱贫攻坚。
为突出旅游特色，燕崖镇以
旅游为抓手，让贫困户搭乘
观光采摘的开车道，带动了
一大批贫困户脱贫致富。“现
在露天樱桃还没开花，老客
户就开始预订采摘了。”燕崖
镇山水河村贫困户娄玉柱兴
奋地说，自从镇旅游办帮助
搞起了大樱桃采摘园，大樱
桃不用雇人摘还能卖出好价
格，去年1亩大樱桃采摘园收
入2万元。

葛大V说

本报济南2月22日讯(记者
宋磊) 2月27日，农历二月

初二，沉寂了一个冬天的九如
山将在这一天正式开园，“一
次游园，终身免票”活动将继
续进行。

九如山群山连绵，峰峦层
叠，其中海拔超过八百米的山峰
就有三十六座之多，灵秀之气，贯
穿上下，森林氧吧，弥漫四周。

春暖花开日，九如山也迎
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春天的
九如山蔷薇烂漫，迎春漫山，
桃花娇艳，凭栏远眺，仿佛沉

浸花海，无论是蔷薇的姹紫嫣
红，桃花的灼灼其华，还是迎
春的明黄璀璨，无不透露着无
边春意。

2014年九如山首推“一次游
园，终身免票”优惠活动，开旅
游界之先河。现在“一次游园，
终身免票”继续进行中，凡购票
入园的游客，持本人身份证和
当日购买的门票，皆可办理一
张“荣誉园主卡”，成为九如
山荣誉园主，尊享终身免费
游园特权。市区可乘坐312路
公交车、旅游大巴709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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