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朋好友来日照，合理安排玩得尽兴

尽“地主”情谊，赏滨海美景导游

观海二日游

第一站：万平口风景区
早晨八点在酒店吃了早餐

就开始了在日照的行程，顺着
海滨二路北行至海曲东路，沿
海曲东路东行直到路的尽头就
是第一站——— 万平口海滨风景
区。

景区内有 3 个停车场，10

座以下的车收费 10 元，停车时
间是没有限制的。

景区内吃喝玩乐购一应
俱，泳衣、防晒衣、游泳圈、沙滩
鞋等所有下海需要的装备在海
边的购物区都可以买到，记得
要讲价哦！

万平口景区内有海战馆，
门票每人 40 元。有来玩的朋友
想要了解一下有关日照海战的
历史，可以进馆一游。海战馆外
部的顶层是潮汐塔，外地来的
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学习怎
么认读潮汐塔上的信号灯。当
灯最亮时表明海水处在高潮
位，当灯最暗时表明海水处在
低潮位。

第二站：民俗旅游度假村
差不多中午 12 点了，玩

了一上午了，想吃点地道的海
鲜，乘车沿着碧海路向北途径
王家皂、乔家墩子、任家台以
及吴家台等多个民俗旅游度
假村。

大约半小时的车程到达
任家台民俗旅游度假村。这里
海鲜种类繁多：对虾、扇贝、西
施舌、文蛤、魁蚶、杂色蛤、竹
蛏、海参等等。在渔家不仅可
以吃到地道而又分量足的活
海鲜，而且价格便宜，渔家的
海鲜价格普遍在 10 元-20 元/

盘之间。
吃过午饭后，可以带着孩

子去任家台的码头乘坐观光船
体验一次出海捕鱼的乐趣，每
人 80 元，如果你跟中午吃饭的
渔家老板说一声的话，他帮你
代买会有很低的折扣呢！

第三站：国家森林公园
下午五六点钟，继续沿着

北沿海路前行，没多久就到达
了国家 4A 级景点——— 日照海
滨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收费
景区，门票旺季(每年 4 月 20 日
至 10 月 10 日)每人 60 元。如果
来玩的人凑够 10 人的话，门票

可以九折。随行的车辆需要额
外收费，10 人座以下的车辆收
费 10 元。

差不多到了晚饭时间了，
公园里有数十家宾馆酒店，可
以任选一家轻松解决晚饭问
题。公园的水杉林内有一个美
丽的森林餐厅，厌倦了室内就
餐的环境可以体验一下徜徉在
茂密的水杉林中吃一顿别样风
情的晚餐。

吃过晚饭后可以漫步海边
的沙滩，体验一下被丁肇中先
生成为“夏威夷所不及”的浴
场，这里的沙质细腻、浪小、水
清、是天然的沙滩运动场。

森林公园的大多数宾馆房
间都能看见海，价格比公园外
的宾馆稍微高些。睡在海景套
房里好好享受一晚有海浪声作
伴的夜晚。

第二天一上午的行程都是
在海滨森林公园内，可以早起
看日出，也可以睡到八九点钟，
拎着工具去赶海拾贝。景区内
有水上自行车、沙滩车、高空飞
伞等娱乐设施，这些项目是需
要收费的，想要体验一把刺激
的游客可以自行选择。

第四站：海鲜批发市场
中午可以在宾馆内解决午

饭，午饭后离开国家森林公园，
想要给家里少带些海鲜，去哪
儿购买呢？作为“地主”，不推荐
在海边购买海鲜，一般价高秤
不准，货也不一定地道。

一般买海鲜我们推荐是的
石臼海鲜比发市场，市场位于
海滨二路，距离第一天入住的
银座佳驿酒店黄海一路店只有
不到一千米的距离。

其实，买海鲜最好是早晨，
因为这边天不亮就开市，一般
八点前可以买到想买的品质较
好的海鲜。

第一天不是住在这附近
嘛，可以提前过来预定好第二
天需要的海鲜，付下定金，这
样，第二天就可以直接来拿货
又不担心买不到好的海鲜了。

观海一日游

如果您的朋友只有一天的
时间，那不妨沿着日照海岸线
由南往北，依次游览日照标志
灯塔景区——— 世界帆船锦标赛
基地——— 万平口风景区，虽然

时间有限，但是感受日照的美
丽风光可不会打折扣。

第一站：灯塔风景区
上午，到达日照后，可直接

沿黄海一路往东至尽头，到达
第一站——— 日照灯塔。

日照灯塔是日照海滨港口
城市的象征，灯塔旅游风景区
因岸边高高耸立的航海灯塔而
得名，与日照港相邻，东面是碧
波万顷、一望无际的黄海，北面
与万平口海滨旅游区相连。

灯塔风景区紧靠大海，但
是在此并看不到任何的沙滩，
因为这里的海边全部都是大片
大片的礁石，这里有着中国北
方海滨罕见的天然礁石群，每
当落潮的时候，海水退去，礁石
裸露出来，而洁白的海浪便拍
打其上，激起数丈高的浪花，在
岩滩上不时还可以看到海鸥戏
浪。

如果您想带朋友们零距离
的亲近大海，那么可以体验一
下“快艇登岛”(价格 50-200 元
不等)，不仅可以切身感受到心
跳加速，也可以在附近岛屿上
赶海拾贝，体验渔家乐！

第二站：日照世帆赛基地
从灯塔一直往北就到了

日照世帆赛基地，这里是全
国 首 届 水 上 运 动 会 比 赛 基
地，更是帆船运动员和爱好
者的福地。

西岸的三座建筑是帆赛
基地最主要的建筑。位于北
部的是帆船俱乐部，自由蜿
蜒的平面与游轮般的形体，
是整个基地的点睛之笔；中
部的水上控制中心构成简洁
有力，形体饱满，它的设计理
念源自风帆的意象，充满着
运动的张力。

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带上
您的亲朋好友乘坐高速客船出
海，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
岸线，也可以看渔民捕鱼，感受
渔家生活，体验捕捞的喜悦(撒
网捕鱼 80 元/人)。

第三站：万平口风景区
无论是一天还是两天的游

玩时间，沿海一线的观海行程，
满足了外地朋友看海、赶海、吃
海鲜、买海鲜的所有需求，让您
的朋友在短短的时间里，全方
位认识这个海滨城市的魅力，
爱上日照！

本报记者 王超 司路清

自驾游路线图

一日游

方案一
游览江北第一竹园竹洞天。午餐后，前往万

平口风景区(游览唐岛海战的见证者--海战馆、
万平口海水浴场游泳)。
方案二

游览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午餐后，
在海水浴场游泳。
方案三

灯塔风景区——— 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
万平口风景区。

两日游

方案一
第一天：游览灯塔风景区——— 午餐后前往

国家 AAAA 级风景区刘家湾赶海园——— 晚餐
后，车览日照城市夜景，可前往日照海鲜烧烤一
条街。

第二天：早餐后，跟随渔民大船出海捕
鱼——— 游览美丽港城日照的城市名片万平口风
景区——— 然后游览海战馆——— 车览日照大学
城，奥林匹克公园，日照游泳馆，前往海鲜土特
产超市。
方案二

第一天：游览灯塔风景区——— 午餐后，游
览万平口风景区——— 游览海战馆——— 在万平
口海水浴场游泳——— 晚餐后，举行海边篝火晚
会。

第二天：早餐后，跟随渔民大船出海捕
鱼——— 午餐后前往国家 AAAA 级风景区刘家
湾赶海园——— -车览日照大学城，奥林匹克公
园，日照游泳馆，前往海鲜土特产超市。
方案三

第一天：游览江北第一竹园竹洞天——— 午
餐后前往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 晚餐后，
前往海水浴场游泳，举行海边篝火晚会。

第二天：早餐后，跟随渔民大船出海捕
鱼——— 然后游览海战馆——— 午餐后，游览世界
帆船锦标赛基地——— 游览灯塔风景区。
方案四

第一天：游览灯塔风景区——— 接着步行
游览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 午餐后，游览
海战馆——— 游览港城日照的城市名片——— 万
平口海滨风景区——— 晚餐后，举行海边篝火
晚会。

第二天：早餐后，车览以“臼”字为原型设
计的雄伟的日照市政府大楼，途径日照大学
城，日照游泳馆，奥林匹克水上公园——— 午餐
后途径亚欧风情大道前往日照金沙滩海水浴
场。
(以上线路由日照海峡旅行社 嘉华国旅提供)

旅游旺
季，每到周末
手机都被打
爆，亲戚、朋
友、同学纷纷
要求记者以

“地主”的身
份介绍来日
照怎么玩。

如何将
行程既排得
有条不紊，又
让来玩的亲
戚朋友觉得
不虚此行，虽
然记者是土
生土长的日
照人，但是也
常常为这个
问题想破脑
袋。记者为您
总结出几条
特色旅游线
路，来了就这
么玩！

市民在海边大桥上垂钓，闲情逸致令人艳羡。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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