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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鲁山登山旅游节 4月22日 鲁山国家森林公园 水乡民俗系列活动 4 . 29-5 . 2 马踏湖景区

“鲁山摩崖石刻画册”发行

仪式暨池上生态游启动仪式
4月23日 鲁山国家森林公园 赏花节 4 . 20-5月中下旬 梦泉生态景区

池上镇桃花溪志公坪桃花节 4月25日 博山池上 “孝文化”系列活动 4 . 25-今年年底 梓木童山景区

淄博首届“寻找野战军”

真人CS争霸赛
4月28日 博山池上镇

淄博市第二届生态
旅游观光节开幕式

4 . 22-5 . 3 潭溪山景区

全国汽车场地越野车

锦标赛(山东·博山站)
5月10日 博山太阳山 漂流节 5 . 1-10 . 1 峨庄瀑布群景区

第二届玉黛湖BOBO音乐节 4 . 29-5 . 1 淄博玉黛湖风景区 休闲度假节 5 . 1-10 . 1 涌泉景区

淄博五一车展 4 . 29-5 . 2 淄博国际会展中心2012 梨花节 4 . 20-5 . 3 云明山景区

系列民俗活动 4 . 29-5 . 2 周村古商城景区
淄博民间艺术品交易周

暨首届剪纸艺术展交易周
4 . 21-4 . 28 淄博文化艺术城

黄河柳春园春季休闲活动 五一节日期间 黄河柳春园 泉心泉意温泉体验活动 五一期间 温泉花乡度假中心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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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近郊去哪儿玩？
登山、赏花、泡温泉、看大熊猫，18项特色旅游活动任你选
本报见习记者 石伟 通讯员 张春玲

26日，记者从淄博市旅游局获悉，“五一”假期将至，淄博市旅

游局会同各区县旅游部门共同策划推出了18项特色旅游活动，登

山、赏花、看大熊猫、泡温泉等近郊游活动将给淄博市民和各地游

客带来丰富的旅游盛宴。

周村古商城景区体验项目之—“挑担子、磕玉米粒”。通讯员 王霞 摄影报道

住住林林间间别别墅墅 赏赏山山里里风风光光
————涌涌泉泉齐齐长长城城休休闲闲度度假假体体验验月月

2012年4月30日至5月30日，涌泉齐长城风景区的涌泉山庄

宾馆、涌泉文化别墅、涌泉庭院全部对外开放。每天将有1套

别墅、2个标准间、3个庭院免费提供，其余房间一律6折惠客。

活动期间景区门票一律20元，(65岁以上老人凭有效证件免景

区门票)住宿者凭门票冲抵住宿费。即日起，涌泉齐长城休闲

度假区推出的“住林间别墅赏山里风光--涌泉齐长城休闲度

假体验月”活动正式启动。

这是一处离城市并不远的
“桃源”之地，因村里那眼承载了
千年美丽传说的古泉———“涌泉”
而得名。当淄博东南山区渐为寻
访和谐自然的都市人所关注，它
便以独特、古朴、静谧的姿态展示
在众人面前。“涌泉”小山村四面
环山，随着寻访者的足迹，山坳中
的一条小路开始把休闲生活与绝
色美景连接起来。而今，通过保护
性的开发，“涌泉”已成为休闲度
假、会议培训和文化艺术交流的

高标准综合度假区，那些田园、山
林、净土也成为人们休憩身心、给
养心灵的好去处。

涌泉生态旅游度假区经过近
三年的开发，目前已经形成几大
功能不一的板块区域，在保留原
有村落原汁原味原生态的同时，
集中打造出休闲养生度假区、会
议培训拓展区以及文化艺术交流
区等综合性高标准的多功能休闲
度假区域，自然天成的和周围近
万亩原生态景区融为一体。

◎行车路线———
张店-淄川-龙泉-西河-东坪-淄河-幸福-涌泉

来到涌泉，你会发现，度假区
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优势，建设
了公寓式宾馆和别墅区。

沿着石磨小路，穿过古朴的
涌泉村，踏上孟姜女景观大道会
看到一片百年梨树，这里是眺望
对面群山风景最好的地方。而今，
数十栋精巧别墅在这里建成，国
内近20位书画名家的创作工作室
也将在此落成。

来涌泉度假，不妨先来体会

一下书画家们居于此地的心境
吧。涌泉别墅区充分利用地势特
点依山而建，檐垭高低错落有致，
从外观看似乎是一整片建筑群，
但仔细分辨，每栋房屋都自成单
元，根据地势变化又各有不同。进
入室内，一股股极具设计感的时
尚之风迎面扑来，每个房间四面
皆有风景，窗口设计极具匠心，抬
眼望去，都似是一副绝美的图画，
让人足不出户便能陶醉在这一片

丽日春色之中。
别墅区房屋的实用性和舒适

性方面，设计者也下了很大的功
夫，每栋别墅面积在100-200平米
不等，室内多用原木装修，有些房
间还带有小型桑拿房。室外原有
的古树成为别墅小院的主景观，
坐在树下品一杯香茶，远眺群山
起伏，院落 之外还有更广阔的
景致，怎不由人才思泉涌、诗情迸
发呢！

在涌泉腹地深处，有一片号
称鲁中“第一崖”的老鹰崖，这块
像被斧劈一样垂直90度的陡峭悬
崖，就是齐兵营生存拓展培训基
地悬崖速降的训练地。在这里进
行拓展演练，真有欲与山鹰试比
高的豪迈心态。

齐兵营生存拓展培训基地具

有得天独厚的场地条件，涌泉齐
长城生态风景区内，四面环山、峭
壁悬崖、群峰林立、植被丰富。海
拔近800米的绿地有20万亩，因而
算是目前山东省面积最大的生存
拓展训练基地，其专业的拓展场
地和野外拓展设施完善齐全。在
度假区内参加完热烈的研讨会议

或者培训学习后，再集中进行一
下拓展训练会是不错的搭配组
合。这里的专业野外教练有着丰
富的培训经验，他们精心为参与
拓展的人们设计了悬崖速降、攀
登云梯、高空断桥、空中单杠等
100多个富有挑战性、趣味性的拓
展训练项目。

特色2 感受齐兵营拓展训练

◎涌泉特色这里看———

特色1 与书画名家比邻而居

特色3 看涌泉开遍姹紫嫣红
人间四月芳菲尽，涌泉春花始

盛开。临近五一，涌泉的春天也裹挟
着春花烂漫绿色蓬勃渐入佳境，带
给人们春季中最隆重的视觉秀。

这里各种经济林木繁多，漫山遍
野的花木在春风催动下竞相绽放。等

到玫红浅粉，鹅黄雪白的花蕾一茬茬
开到荼蘼，梢头枝叶便开始疯长，绿
满了连绵的群山，景区24景在花树掩
映下，更添几多妩媚。五一期间，涌泉
风景明媚、姹紫嫣红，等待着人们前
来踏青赏花，欢度佳节。

你可以在繁花盛开的果林中
走走停停，那是在城市中久未体
验的味道了，蜜蜂在花丛间“嗡
嗡”劳作，沁人心脾的清香和着泥
土的芬芳涌入心肺，吐故纳新中，
心底的沉疴之气便会一扫而空。

◎周村古商城景区
“五一”活动———
周村古商城作为传统文化类

景区，五一”黄金周期间，将结合独
特的旅游资源和日渐成熟的旅游
产品，为游客朋友们准备了多项丰
富多彩的旅游活动，包括鸣锣开

市、坐花轿、拉黄包车、情景画表
演、敲北方第一锣、信房先生代写
汇票、民间绝活表演、山东快书、体
验民俗风情、抛绣球择夫婿、魔术
大揭秘、磕玉米、踢毽子和跳绳、拔
河比赛、免费游古城等15项。

◎潭溪山旅游景区
潭溪山旅游区位于淄川区太河

镇峨庄，由山东川东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开发。潭溪山旅游区规划总投
资3亿元，现已开发奇特峡谷体验区、
昭阳人文风情区、森林休闲运动区、
避暑休闲度假区、龙脊画廊体验区、

后备休闲产业区等六大功能区域。
“五一”活动———
“五一”期间，景区将主办赏花

登山、文艺演出、民俗表演，户外拓
展、CS枪战等体验活动。

淄博温泉花乡度假中心项目
区位于黄河三角高效生态经济区
的山东淄博高青县城，毗邻国家
AAA级千乘湖生态文化旅游景
区 ，总 投 资 3 . 1 亿 元 ，建 筑 面 积
2 6 0 0 0余平方米，是集餐饮住宿、
商务会议、生态旅游于一体的山
东省首家海洋性碳酸质富锶温泉
旅游度假项目区。目前，度假中心

共分为温泉理疗、自助餐饮、客房
接待、前台会务、千乘湖一品画舫
商务五大主题。

“五一”活动———
“五一”节来临之际，为回馈新

老顾客，温泉花乡度假中心开展
“泉心泉意温泉体验活动”，特推出
128元套票，其中含门票、足疗、搓
背等，机会不容错过！

◎淄博温泉花乡度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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