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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河河入入海海流流，，我我要要鲁鲁北北游游
我省十大品牌宣传走进“黄河入海”，看“鲁北游”变脸

5月22日，“好客山东”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主流媒体宣传营销活动走进第二站“黄河
入海”，来自中央和省级的30余旅游媒体记者考察了滨州、东营两市文化旅游项目。

鲁北地区给人的感觉是旅游业发展后发。一方面，域内缺少像泰山、曲阜那样震撼性的资
源；另一方未产生像八仙过海、龙冈等大旅游企业集团。但近几年在“黄河入海”品牌的引领下，
滨州、东营两市旅游业开始发挥出明显的“后发”优势，涌现出一大批旅游新兴业态，迅速引起
周边市场的关注。

擦亮“黄河生态牌”

位于滨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里则街道的西纸坊黄河古村，原来
因为种种原因，有能力的年轻人不
断迁出，剩下仅有几户老人守村，
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村”。近两年
黄河生态旅游的发展，改变了古村
命运，转而成为创业热土。

走在西纸坊所处的黄河滩上，
到处树木蓊郁，遍地鲜花盛开。多
年来，居民为避涝筑台建房，形成
黄河畔的“土台民居”，倒被赋予一
种浓郁的黄河田园风情。西纸坊黄
河古村旅游项目落地后，首期开发
了4050亩，项目总投资达5 . 8亿元，
建成包括鲁北风情精品民宿、手工
作坊、古法柴烧仿古窑、艺术美术
馆、冒险乐园、千亩林海花田等项
目，使西纸坊一下子成为鲁北黄河
的休闲度假宝地。

在滨州市无棣县的鑫嘉源生
态农业景区，体验式农业旅游项目
搞得有声有色，游客可在此种田、
摘菜、骑马、钓鱼。景区位于无棣县
水湾镇政府东邻，2012年12月份成
立，占地面积达3000亩。建有农展馆、
跑马场、生态大棚、生态餐厅等。

采风期间看到，不少家庭散客
在鑫嘉源欣赏着蒙古族歌舞表演，
品尝蒙古美食。吃饱喝足，喜欢马
术的还可到跑马场扬鞭策马，一展
身手；临走时，再到生态大棚里采
摘原生态瓜果蔬菜，把后备箱装
满。目前，鑫嘉源生态农业景区在
国内同业中具有一定知名度。

“黄河入海”是山东十大文化
旅游目的地品牌之一，“黄河”是
品牌之魂。在山东境内，它取道菏
泽、济宁、泰安、聊城、济南、德州、
滨州、淄博、东营9市，在东营垦利
县奔流入海。这里河海交汇，形成
黄河入海口壮美的自然景观。

东营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是“黄
河入海”中自然生态的精华。这里
有广袤的湿地资源，珍稀鸟类和石
油景观相映生辉。因为黄河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冲积，黄河入海口还
是我国目前唯一正在增长的土地。
采风团进入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就
被这里完好的湿地环境所吸引。道
路两旁，便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
湿地自然植被区，仅天然芦苇荡就
有270平方公里，天然草地120平方
公里，天然怪柳灌木林150平方公
里，植被覆盖率达到55%，还拥有上
万亩的“红地毯”(一种蕨类)以及大
片的人工刺槐林。在黄河口生态旅
游区道路两旁的线杆上，很多国家
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在此筑巢。
这里还被称为是鸟类的国际机场，
已成为丹顶鹤、东方白鹳、灰鹤、白
天鹅等51种鸟类重要的迁徙“中转
站”，以及越冬和繁殖之地。眼下正
值大量鸟类的繁殖期，景区随处可
见野鸭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小鸭在
水里戏水，空中则不时有珍禽掠
过，鸟鸣声声，带给游人惊喜连连。

在乡村游蓬勃发展的大背景
下，东营黄河边新上了不少景区、
温泉酒店设施、农业采摘园等。东
营龙居黄河森林公园正在招商引
资，其最大的亮点是生态美；龙居
桃花岛是周边十几家新兴景区中
较有影响的一家，冬可滑雪，其他

季节可滑草。这里还有一个小松鼠
园，是孩子们的最爱；山东酒店品
牌蓝海也在此建有生态园，结出的
蔬菜水果非常美味。这里，还是高
品质西瓜的产地。

新业态改变“鲁北游”

在西纸坊黄河古村记者看到，
这里的民宿建设得很有特色，在原
有的民房院落基础上，加入现代建
筑设计的理念，满足现代人的度假
需求。已打造成16套主题不同、风
格各异的民宿。久住繁华市区的市
民，利用节假日携家人住在这里，
白天在黄河滩畅游，晚上轻松将这
里的鸟语花香融入梦中。

在其中一套民宿看到，内有典
雅的艺术陈设、图书摆放。农村卫
生间留给人的印象不佳，在这里完
全被改变。经过特别设计的卫生间
挑高达到五六米，不仅阳光、空气
通透，而且保证私密。较高的挑空
设计，可将淋浴带来的湿气及时排
出，保证了民宿内的干燥舒适。

西纸坊黄河古村内，分布着
陶坊、农耕、铁坊等12座手工作
坊，可供游客参观体验。另外还有
山东快书、皮影戏、二娃摔跤、古
彩戏法等非遗表演项目，让游客
在开心一笑中度过闲暇时光。

在滨州，有一处新落成的旅游
项目一跃成为当地旅游景区的“人
气王”。魏集古村落是一座仿明清
古建筑风格的新开项目，坐落于孙
子故里惠民县魏集镇。园内再现了
当地黄河流域一些生活情景，还设
计了众多旅游参与性项目，像民俗
工艺馆、儿童乐园、农家民宿等。经
过招商后，商品琳琅满目。

魏集古村落美食一条街是吃
货们的天堂。这里云集各种乡村美
食、乡村做法，让外地游人尝鲜；齐
鲁各地的美食，像锅子饼、马蹄火
烧、疙瘩汤，尽在于此；江浙、海岱
和中原的几百种风味小吃，在这里
也可以尝到，可谓“不出一园食遍
华夏美味”。这里还有一条啤酒街，
满足年轻人对“练摊”的需要。

魏集古村落民俗工艺馆复原
面临失传的传统技艺，像打铁、酿
酒、磨香油……面对散客时代家
庭游客的需要，设立儿童游乐园。
另外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可爱
的小动物陪伴孩子。

在社会上出现收藏热的当下，
各地兴建起一批“古玩城”，成为收
藏爱好者流连忘返之地。坐落于著
名鸭梨之乡——— 滨州阳信县水落
坡的民俗文化旅游区，现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也是“中国古典家具
文化产业基地”、“中国收藏文化名
镇”、“滨州意象影视基地”。水落坡
的旧物集散市场规模很大，像古典
家具、字画、瓷器甚至渔船等大件，
收集了不少。已初步形成“全球买，
全球卖”的规模。水落坡镇从发展
当地全域旅游着眼，还加大对仿古
家具产业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文物收藏是
一件专业性极高的事情，学艺不
深的人很容易被“打眼”。普通游
客更要谨慎出手，避免因实战经
验不足而破财。

众多新业态中，以滨州阳信
县的低空飞行装备生产最博眼
球，在大高飞机组装生产基地，采
风记者乘坐上一架一次能坐3-4
人的低空飞机。从低空俯瞰大地，
这种亲历体验令人印象深刻。目
前低空飞行尽管制约因素较多，
但市场前景不可限量。

创创建建55AA景景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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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旅发委主任宋家敬谈“黄河入海”品牌打造

在国家和省旅游部门明确提
出全域旅游发展思路背景下，山
东黄河入海口的旅游该如何擦亮
品牌？近日，记者随由省旅发委组
织的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全
媒体宣传营销活动，来到“黄河入
海”采访。其间，新任东营市旅发
委主任宋家敬接受了媒体集体采
访，明确提出他执掌下的东营旅
游发展之路。

宋家敬首先告诉记者们，自
2016年以来，东营市主要领导就
分别与国家、省旅游部门就全域
旅游示范市、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和黄河水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
建工作，进行专题汇报。两级旅游
部门领导对东营市旅游未来发展
思路均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对
创建工作予以全力支持。国家旅
游局李金早局长还表示，将大力
支持东营建设黄河口国家生态旅
游基地，这些，让他这个上任仅十
天的旅发委主任心里有底。

我省推出“黄河入海”品牌
后，东营市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
入稳步提升。2016年，全市共接待
国内外游客1509 . 12万人次，同比
增长10 . 05%。实现旅游消费总额
142 . 62亿元，同比增长14 . 27%，居
民出游前后消费13 . 45亿元，同比
增长14 . 29%。

目前，东营各区县均加大了
对旅游规划、发展专项资金的投
资。东营区已投入250万元编制了
现代农业及生态旅游规划，龙居
镇全域旅游规划已完成；垦利区
自2009年开始，每年安排500万元
的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今年，仅全
域旅游规划和8个子项目规划就
投入了730万元，从今年开始，每
年安排1亿元的农业产业发展引
导资金，重点培育引导农业与旅
游融合发展；广饶县启动了孙子
文化旅游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创建工作。东营市发改委、财政局
等各部门，在发展大旅游的目标
方向下，均积极作为，各自出力助
推旅游产业发展。

东营市旅发委牵头制定了
《东营市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目标措施，并对
市直各有关部门、单位细化分工，

明确完成时
限。近期，
东 营市
委 、市
政 府
将 高
规格召
开 全 市
创建全域
旅游示范市
动员大会，全面拉
开创建大幕。党政一把手领衔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市领导小组，并
决定将旅游业发展纳入全市综合
考核体系。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将
拧成一股推动东营市全域旅游发
展的强大动力。

目前，山东拥有的国家5A级
景区已达9个。泰安、济宁、烟台、
青岛、潍坊、威海、济南等市陆续
圆了5A梦想。县级市烟台蓬莱甚
至独享两个5A。此前山东旅游工
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未来17市都
要有至少一个5A级景区，但是拥
有黄河入海口这一世界级资源的
东营，迄今尚未在5A上破局。

宋家敬介绍，东营市培育打
造“黄河入海”品牌，将以争创全
域旅游示范市为目标，编制好规
划，以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国字号
精品项目等9项重点工作为抓手，
全力助推东营市旅游业的跨越升
级。进一步丰富和提升“黄河入
海”产品体系，将东营打造成黄河
三角洲旅游休闲度假的中心城
市。

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对
东营旅游具有标志意义，“黄河入
海”品牌也需要有核心吸引力的
景区。为此，东营市将加快推进黄
河口生态旅游区创5A工作，突出
打造河海交汇、新生湿地、野生鸟
类三大资源产品，还要建设汽车
露营营地、观景平台、鸟类博物馆
等，全面提升景区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按照国家旅游局的要求，
建设国家黄河口生态旅游基地，
打造成为全国仅有的两大河口生
态旅游基地之一。

东营市还将尽快启动孙子文
化旅游区国家5A创建工作。

低低空空飞飞行行，，
带带着着家家人人玩玩一一把把不不再再难难

5月24日，记者随由山
东省旅发委组织的好客山
东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
牌全媒体宣传营销活动，来
到这几年以发展低空旅游
著称的滨州，在阳信县大高
飞机组装生产基地，参观了
观光飞机生产组装的全流
程，并亲身体验了约20分钟
低空飞行。

体验低空飞行，
要先签保险合同

飞行体验前，按照要
求，记者们签署保险合同。
合同内容很简单，签名、留下
联系电话，一分钟搞定。起飞
前，从驾驶室一侧踩着机翼
进入舱内。除了驾驶员，一次
可坐两名成人或大小三人。
机舱内舱装饰与汽车有类
似之处。由于飞机噪音较
大，乘坐需戴上耳机，既保
护耳朵且有助于通话。工作
人员扣好机舱后，起飞。

滑行约300米后，起飞
了，很快就升空。毕竟是观
光体验为目的的飞机，透过
玻璃舷窗看大地、河流、高
速公路，比普通的客机真切
得多。

中间体验一把
失重的感觉

与乘坐大型民航客机不
同，乘坐观光飞机时乘客与
驾驶员近在咫尺，可以交流。

当日地面风力在五六
级的样子，到了300米高空，
大约七八级，机身因为较小
的缘故，抖动比较明显。飞
行过程中，突然从空中急坠
数米，心里当时觉得抽了一
下。这是驾驶员刻意安排的
一次失重体验。在无风的天
气，飞机飞行平稳，乘坐体
验很舒服。

身处空中，从济南方向
逶迤而来的徒骇河尽收眼
底，在此甩出美妙的曲线。有
机会如果能驾驶小飞机顺河
道飞上一遭，岂不是很有意
思的事情？鲁北村庄星罗棋
布，一色红瓦绿树小院，很美
的。因为飞得不是特别高，每
家每户的屋顶似乎还可以看
清。高速公路像大地上汩汩
的血管，给社会输送养分。

飞行门槛低，3
岁以上孩子可体验

体验这种小飞机一次，
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为5 9 9
元，后排499元，若是孩子，
后排可坐两人。一次千把元
就可以搞定。乘客在3岁以
上即可。目前，体验低空飞
行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周
末节假日每天起飞60-70架
次，每次2-3人，每天可以满
足约两百人体验。

大高所产的这款低空
飞机也叫滨澳飞机，滨是滨
州之意，澳是奥地利，后者
也是该款飞机提供知识产
权的国家。理论上，这款飞
机是可以飞到4000米高空
的，不过被限制在300米左
右的高度。

低空观光飞机使用航
空煤油，每升3元左右。油耗
大约在每小时16升。加一次
油，可以轻松飞行一千多公
里，从山东的最东头到最西
头，一次加油飞个来回足够
了。

购买这款飞机需要约
300万元，不及一辆劳斯莱
斯或宾利的价格，就可以让
你免去地面堵车之恼。保养
和日常维护贵不贵？你买得
起飞机还能掏不起保养维
护的钱啊。

记者随“好客山东”十大
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主流媒
体宣传营销活动采访看到，今
天的山东鲁北旅游已经发生
了变脸式的变化。在“黄河入
海”品牌的引领下，传统项目
魅力不减，新业态蓬勃发展。

老牌景区魏氏庄园位于
滨州市东南部魏集镇，建于
清朝光绪十六年，是缙绅地
主、清代布政司理问、武定府
同知魏肇庆的宅第。在“工”
字形院落内，布局的住宅、花
园、池塘、祠堂、广场等，保存
完整，仅住宅就有三进九座
院落。魏氏庄园作为中国古
代北方民居建筑的杰出代

表，它设有较为严密的防御
设施系统，其日常用水、冬季
取暖方面的设计，今天看来
理念也非常先进。

魏集古村落等景区在打
造中，投资者抓住当下这股
民宿热，发展住宿设施。平时
日租价在两三百元。价格合
理，市场空间也很大。目前，
滨州、淄博、济南以及河北、
天津等地客源市场开发得不
错，旅行社更是闻风而动，团
队客在客源约六成。

2012-2013年中央“八项规
定”正式实施前，旅游公务消
费市场很大。此后则迈入家庭
散客时代。记者采访中注意

到，像西纸坊、魏集古村落、东
营龙居桃花岛等一大批新兴
旅游项目，将客源目标明确定
位在家庭散客，针对一家三口
或者带老人的五口、七口，搞
好服务，无形中使得旅游发展
的“后进”摇身一变成新项目、
新业态的“先进”，改变了当地
旅游的面貌。

上述滨州、东营新上项
目，对市场的嗅觉十分灵敏。
普遍确立了较少投入、平稳
产出的发展目标，在旅游市
场中步履更加稳健。

对于这些地区的旅游
业发展而言，未尝不是一
件好事。

葛记者手记

锁锁定定家家庭庭客客 ““后后发发””有有优优势势

对飙国内众多主题乐园

广广饶饶投投资资2200亿亿打打造造孙孙子子文文化化园园

本报广饶5月31日讯 泰
安太阳部落景区有模拟大汶
口文化的假山场景，这里也
有，且规模毫不逊色；齐河泉
城欧乐堡景区有造价上亿元
的德国造“蓝火过山车”，这里
的一台过山车造价1 . 5亿元，
美国造！看了这里的“飞越神
州”演绎，你才知道，花了4个
小时排队看上海迪士尼的

“飞越地平线”性价比并不高，
这里的同类演出不仅内容主
题新颖、震撼人心，惊险刺激
之感尤胜前者。

这是哪儿？这就是5月23日
刚刚开业的东营广饶孙子文
化园留给人的印象。5月24日，
记者跟随由山东省旅发委组
织的山东十大文化旅游目的
地全媒体宣传营销活动，来到
历史悠久的东营广饶县，并作
为当日文化园开业后的第一
批游客，参观了景区。

“乐园迷”们都知道，山东
的主题乐园集中在传统的旅
游热点地区，像济泰曲、青烟
威以及临沂。除了近年来崛
起的德州齐河，广阔的鲁北

大地很少听说有较大规模主
题乐园面世。这种现状在广
饶县孙子文化园落成后，完
全不一样了，鲁北有了一处
龙头性质的主题景区。

广饶中国孙子文化园内
有一处军事主题的博物馆，
面积很大，系统地介绍了中
国军事的发展历史。馆内造
景逼真，氛围营造得非常到
位；园内开通火车，作为交通
体验项目。火车还要穿过一
截长长的“时光隧道”。园内还
建有蒙古包，展示马上民族
行军打仗文化。

走下火车，看到的一大
场景就是一组孙武点兵主题
的雕塑，除了主雕孙武，巨像
下的群雕也是同样精彩。采
用旋转、音乐、水雕塑等手法，
将孙武点兵布阵的情景再
现，演绎得壮观激烈。

在孙子文化园内，制作有
大量的人物故事主题雕塑，人
物背后配有大幅绘画，以渲染
气氛，提升艺术的感染力。材
质有青铜等，比较讲究。其中
有两尊使用著名的德化白瓷，

据说烧制这么大体量的德化
窑人物像已创吉尼斯纪录。

还有一个必游项目“飞
越神州”，创意和演绎形式类
似于迪士尼的“飞越地平线”、
欧乐堡“环球之旅”等。记者比
较一番感到，相对于迪士尼，
孙子文化园在细节处理和包
装创意方面差距明显，但震
撼的感受较迪士毫不逊色。

“飞越神州”表现了飞越紫禁
城、西藏布达拉宫、神州飞船
发射上空等场景。

孙子文化园正在建造一
处美国过山车项目，单体造
价达1 .5亿元。落成后，将成为
山东众多主题乐园中造价最
高、最受期待的过山车项目。

广饶分管旅游产业的副
县长迟健介绍，孙子文化园
陆地1300亩，加水域面积达
3000亩。广饶县斥资20亿元建
成中国孙子文化园，希望打
造成驱动区域旅游发展的龙
头项目。它的建设打造倾注
了全县方方面面的心血和希
望，也必将成为当地向发展
全域旅游嬗变的开始。

广饶中国孙子文化园突出兵家主题

乘坐滨澳飞

机低空飞行

滨州鑫嘉源农业观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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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显佳
许亚薇
宋 磊西纸坊黄河古村景区突出黄河味道，游客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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