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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随海海驴驴岛岛岛岛主主走走进进海海鸥鸥世世界界
威海游明天出发，与小动物们来一次亲密接触吧

本报济南7月19日讯(记者
许亚薇 实习生 王璐璇)
在拥有恐龙化石的城市寻

访到属于现代科技的机器人，
远古与现代之间会碰撞出怎
样的火花？本周六（7月22日），
由齐鲁晚报联合银座旅游共
同发起的研学旅行产品“密州
出猎”正式首发。

之所以被称为“密州出
猎”研学游，是因为诸城当地
与大文豪苏轼有着丝丝缕缕
的联系。《江城子·密州出猎》
是宋代文学家苏轼于密州知
州任上所作的一首词，词中所
说的密州，就在今天的诸城。

“密州出猎”研学游为期两
天，第一天早上7点从济南出发
赴诸城，首先前往迈赫机器人大
世界了解神奇的机器人，在这
里，孩子们除了可以参观机器人

的生产过程，还可以听一
堂生动的机器人知识讲
座。

吃过午饭后，前
往 文 学圣地 超 然
台，与文豪苏轼来
一次穿越古今的
交流。

接下来就是
本次行程的重点诸
城恐龙国家地质公
园，孩子们可以在暴
龙馆、龙立方展览馆、
恐龙化石长廊参观，感受
千万年前恐龙生活的痕迹。

“密州出猎”研学游每周
六发团，首期出发时间为7月22
日，线路尤其适合小学高年级
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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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恐恐龙龙城城探探访访机机器器人人工工厂厂吧吧
“密州出猎”二日研学游本周六首发

本报济南7月19日讯(记者
许亚薇 实习生 曹红)

海驴岛每年会来多少只海鸥？它
们每年什么时间产卵？冬天飞去
了哪里？如果想了解这个动物界
海上小精灵的习性，不妨跟着课
本去旅行，本周五7月21日一起去
海驴岛了解它们的有趣故事。

海驴岛上，除了漫天海鸥，
还有白鹭等珍稀鸟类栖息，海驴
岛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已经成为
小动物们赖以栖息的家。

7月21日至23日三天的行
程，小伙伴们还会前往石岛赤
山，那里有气势磅礴的音乐喷
泉，景区95%的森林覆盖率可以
让人醉氧于此地。

在西霞口神雕山这座全国
都能数得上的动物园，你可以

与“萌兽”来一次亲密接触。最
近，神雕山动物园迎来了2只金

虎、1只雪虎和1只白虎，景区给
这四只虎宝宝找了“狗妈妈”，

有没有一点好奇想去看一看这
些可爱的宝宝们？

在行程的最后一天，去参
观萌萌的海草房，这是威海地
区最具代表性的胶东民居。

当然，孩子们喜欢的海洋
牧场也是此次行程的必选项
目，在海洋牧场观看海产品的
生长环境和生长过程，亲手采
收海带以及扇贝、牡蛎、海虹等
海产品，一定会让人不禁发出

“原来如此”的感叹。
自去年暑假本报“跟着课

本去旅行”威海游获得良好的
口碑，不少伙伴已经开始咨询
威海游何时再来一次，择日不
如撞日，就在明天，威海游走
起，不限年龄，不限性别，想去
的小伙伴抓紧报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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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19日讯(记
者 许亚薇 ) 7月1 5日下
午，满载80余名小营员的两
辆大巴驶出仰天山景区，
2017年仰天山“丛林之王”成
长夏令营第一期圆满闭营。

“丛林之王”第二期将于7月
底开营。

据仰天山景区朱经理介
绍，今年，景区综合自身丰富
的森林旅游资源及市场需
求，与潍坊国旅共同开发了

“丛林之王”森林主题成长夏
令营。

“丛林之王”成长营今年
第一次举办，5天的时间品尝
了各种山珍野菜，组织了走进
森林植物认知、标本制作、叶
拓、植物染，农事体验、野炊、
篝火晚会。80多名来自全省各
地的小营员圆满完成各项任
务，成功加冕“丛林之王”。

他们的名字将刻在仰天

山“丛林之王”精英榜上，作为
丛林勇士，享有仰天山国家森
林公园领地进出权利，三年内
不限次数、不限时间回到他们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成成为为““丛丛林林之之王王””，，三三年年免免费费游游景景区区
仰天山成长夏令营首期受热捧，第二期7月底开营

本报济南7月19日讯(记
者 许亚薇 实习生 王璐
璇) 自上周发布川藏318线
自驾游线路后，齐鲁晚报旅
游工作室“自驾川藏318”微
信群已经聚集了近百名自驾
车游。凡到本报旅游工作室
报名成功的川藏自驾车友，
16天大环线团费优惠500元，
7天、10天线路优惠300元。

一直以来，川藏318线被
称为最美进藏公路，但与此
同时，这也是最难最险的公
路。传统的川藏线自驾游时
间为半个月，时间长，距离
远，限制了不少向往川藏线
的上班族。

318川藏线自驾从成都
出发，全程配有专业领队司
机及领航车，最后一站抵达
拉萨后可直接乘飞机或火车
返回，免去返程的舟车劳顿。

自驾车队全部标配车丰
田普拉多，每一辆车内均配
有车载制氧机。全程沿途入
住当地高配酒店，团餐皆为
领队多年精选的美味餐厅或
当地特色美食。

除此之外，专业领队不
仅会全程讲解美景风俗，带

领大家体验特别玩法，还将
附赠单反拍照服务，专业后
期修图，为您的旅程留下美
好回忆。

目前，川藏自驾主要有
三条可选，分别是16天的318
国道川藏、珠峰、青藏大环
线，10天的318国道川藏加珠
峰，7天的318国道川藏线。据
了解，16天的大环线必须自
备车辆，7天和10天的线路可
跟车，也可自备车，自备车游
客抵达拉萨后脱团。

2017中国主流媒体西藏
自驾游山东地区车友招募由
齐鲁晚报负责，7月到9月共
有6个团期可选，分别是7月
22日、8月5日、8月19日、9月2
日、9月23日、9月30日，均从
成都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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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川川藏藏线线最最美美的的季季节节自自驾驾世世界界屋屋脊脊
本周四、五两天报名，团费最高立减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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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夏日日游游新新疆疆，，美美景景美美食食让让人人醉醉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磊

7月12日到17日，我有幸到大
美新疆的乌鲁木齐周边转了一
圈，被当地特有的风光和众多美
食所深深吸引。

天山天池位于新疆昌吉州
阜康市，距离乌鲁木齐只有70公
里左右，湖面海拔1910米，古称瑶
池，我去的时候天气晴好，蓝天
白云环绕整个景区。通往天池的
路两旁满是榆树柳树，有的相传
为左宗棠当年率军所栽，故有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
玉关”一说。天池湖滨云杉环绕，
雪峰辉映，碧水似镜，风光如画。

在晴好的天气下，登上天池
山顶，远处的博格达峰清晰可见
白雪皑皑，与空中的蓝天白云相
互映衬，雄伟壮丽。博格达峰海
拔5445米，是天山山脉东段的著
名高峰，抬头远眺，三峰并起，状
如笔架，直插云霄。

天池是著名避暑胜地，山上
清凉无比，与之相反的吐鲁番则
是中国“热极”，地表温度能达到
8 0℃以上，极端最高气温达
49 . 6℃。《西游记》中火焰山就位
于吐鲁番境内，我在火焰山深深
地感受了一把炙烤的滋味。

7月15日中午12点左右，火焰
山“炼丹炉”中竖起的“金箍棒”
温度计上显示，火焰山的地表温
度达到60℃，站在户外犹如烈火
烘烤一般，一会儿全身大汗淋
漓，虽如此，但依然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参观。

说到吐鲁番，不得不提那里
的葡萄，小时候曾在课本上学过
关于吐鲁番的课文，介绍了当地
的葡萄以及晒葡萄的阴房等，这
次有幸得以见到真容，在葡萄沟
等地，一串串的葡萄已经快要成
熟，挂在架子上绿油油的非常馋
人。高高的葡萄架长着浓密的叶
子，洒下一片片阴凉，给来往的

游客提供躲避暴晒的清凉处所。
到一个地方，当地美食是游

客永远也绕不过的话题，在新
疆，大块吃肉当数最有特色，架
一只烤全羊，第一只羊腿送给最
尊贵的客人，但这只羊腿需要用
三杯酒来换，这得需要很好的酒
量啊！新疆的红柳大肉串烤得滋
滋冒油、香气四溢，还没吃就已
经满嘴口水。

新疆太美太大，当地人说，
要想好好玩转新疆，一周半月是
远远不够的，如果你喜欢新疆的
风光和美食，那就来这里待上几
个月，好好用脚步去丈量大美
新疆的辽阔疆域吧。

天山天池和远处的博格达峰

游客在诸城迈赫机器人生
产基地体验馆内玩得很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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