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紫缘香草园

推荐关键词：花海、拍照、露营

没去过普罗旺斯，也没去过
新疆伊犁？不要紧，“十一”来章丘
的紫缘香草园吧，普罗旺斯、伊犁
有的薰衣草这儿都有，300多亩的
花海已经全部开放，尤其以薰衣
草最盛。浪漫可以制造，但天然花
香确实难寻，这个秋天，到香草园
嗅着花香体验浪漫，过一个身心
愉悦的假期。

长假期间，香草园为广大游客
准备的活动甚是丰富。10月1日-7日
举办猜灯谜赢大奖、国庆微博晒幸
福、这“香”有礼大派送活动；10月2
日晚举办免费露营、放花灯、篝火晚
会；10月2日上午10点举办父辈记忆
红歌会；10月1日、2日举办最美新娘
摄影联展活动；10月2日重阳节当天
凡60周岁（包含60周岁）以上的老人
凭老年证可享受免票入园。

交通路线：
自驾：沿着工业南路-世纪大

道直行，湖广院村前200米，路北
即是（重汽工业园西一公里）；

公交：在济南市长途汽车东
站，乘坐K903城际公交，在香草园
下车即可。从长途汽车东站到香
草园有28公里。

（二）七星台

推荐关键词：空气浴场、古迹众多

敢不敢设想一下，被森林覆
盖率98%以上的茂密植被环绕，被

最高海拔870米的起伏山峦拥揽，
被浩瀚星空洒下的纯净之光滋
养。记者只想说，七星台，怎么没
早点发现你。

七星台旅游度假区位于济南
南部山区 4 0公里处的崇山峻岭
中，因“七峰竞秀，势若北斗”而得
名，是一处集生态休闲、仙境体
验、历史文化探秘于一体的大型
龙头旅游风景区。

2 0 1 1年，七星台被《美国地
理》杂志评选为“世界最美星空”，
从而获得国内外众多摄影爱好者
的青睐，同时也吸引了无数户外
探险运动发烧友前来一睹其真面
目。目前，景区正在申报世界星光
地质公园。

景区内古迹众多，文化底蕴
浓厚。齐长城、四界首、武圣门屹
立万古，阅尽沧桑；青龙寺、瑶池、
鹊桥诉说着一个个神话故事。尤
其是兵圣孙武的演兵场、曹操修
建的品官阁、唐太宗李世民东征
时期纵马扬鞭的拦马摇等众多遗
迹，更增添了诸多神秘色彩。

自驾路线：
线路A：可沿英雄山路南行至

仲宫大桥，后沿省道327线东行约
25公里即到。

线路B：沿经十东路，过邢村
立交桥向东500米，南行港西公路
到西营，沿327线东行7公里即到。

（三）章丘锦屏山

推荐关键词：天然氧吧、登山赏景

章丘市锦屏山旅游休闲度假
区，总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海拔

563 . 5米，属泰山山脉，整座山体
以其幽、险、静、秀为特点。景区内
生态环境原始、独特，保护完好，
有自然、人文景观近百处。

这里植被覆盖率达95%以上，
主 要 以 侧 柏 为 主 ，年 平 均 气 温
20℃左右, 负氧离子含量每平方
厘米大于3000个，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天然大氧吧。

交通指南：
经309国道至章莱路，南行见

景区广告牌右转2千米即到。

（四）朱家峪

推荐关键词：齐鲁第一古村、闯关

东主题展馆

有着600余年沧桑之变的朱家
峪，随着影视剧《闯关东》的热播，逐
渐被人们所熟知，如今的村落、古
道、双桥依然留存完整，古门、古道、
古宅、古校处处流淌着古老的文化
气息，被专家誉为“齐鲁第一古村，
江北聚落标本”。

2002年朱家峪评定为“历史文

化名村”，2003年该村又被省建设厅
评定为“省历史文化名村”，2005年
该村又被评为“中国历史名村”。从
去年开始，章丘市对朱家峪景区进
行了改造提升工程，目前已初步完
成了对闯关东文化主题展馆、齐鲁
知青之家、闯关东文化体验馆、入口
广场、河道的改造提升。

交通路线：
沿经十路一直往东，过了章

丘收费站，再走5公里左右，路右
边就有朱家峪的提示。

去去香香草草园园看看花花海海，， 到到七七星星台台赏赏最最美美星星空空
长假里去章丘放松身心尽享美景吧

本报记者 刘雅菲
见习记者 范佳

济西湿地：

施工中已吸引大量游客

尽管还未完全完工，济西国家湿
地公园的名声已经十分响亮了。在刚
刚过去的中秋节假期就曾经吸引了
大批游客。“十一”去济西湿地玩怎么
样呢？记者替您去打探了一下。

根据导航的指引，记者驾车沿经
十路一路向西，到达润华汽车公园
后，在朱庄路口西行。在离湿地还差
两三公里的时候，一片蓝色的施工围
挡挡住了去路，据附近村民介绍，由
于施工，到湿地最好走的一条路最近
不能走了，根据村民的指引，记者又
绕行了另外一条路。

记者了解到，济西湿地是因地势
低洼加之玉清湖向外渗水而形成。

“湿地”占地约33.4平方公里，其中一
期占地约11.2平方公里。一期工程沿
玉清湖水库周边展开，以服务管理区
和湿地生态游赏区为主体，并适当向
周边区域延展。目前公园景观绿化、
水系建设、进园道路等基本完成，11公
里河道水系已经贯通。

周六，济西湿地依然吸引了不
少市民，在湿地东侧的一片空地
上，就停了有接近二十辆车，一位
来游玩的市民魏先生告诉记者：

“这里面的面积很大，向西都有游
玩的地方，不过道路都是弯弯曲曲
的，得好好记着路”。

济西湿地是由一片片的水域组
成，荷叶、芦苇让一片片的水域显得
生机勃勃。路边散落的野花，耳边传
来的阵阵鸟鸣，水面上游着的野鸭，
四处觅食的胖胖的花喜鹊都让人感

觉离自然更近了一些。靠近水边，仔
细一看，岸边的水中有大量的田螺，
还有一些小鱼苗。岸边不少市民在垂
钓，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他经常到
这里来钓鱼，“这片水里的鱼不少，有
花鲢、草鱼、鲤鱼等，曾经有人钓上来
十多斤的大鱼呢。”

如果自己有烧烤工具，在水边找
一片空地，欣赏着景色，自己动手做
点美食，真的是挺享受的事情。

美中不足的是，道路施工、缺
乏指示牌可能会给自驾的市民带
来一些不便。而如果要乘公交前
往，最近的公交站为南八里公交站,
从公交站步行前往景区要花费40
分钟以上时间。

五峰山：

赏古树清泉，品道教文化

五峰山素有“齐鲁仙境”的美
誉，位于济南市西南22公里处。主峰
海拔395米，与泰山、灵岩并称为“鲁
中三山”。

从市区去五峰山十分便利。周末
及节假日，游707路旅游公交车可以直

达景区山脚下。
在景区入口，举头可观远山薄

雾中的五峰全貌。据景区工作人员
蒋德民介绍：“五峰山是由五个半山
腰横空出世，并列于青山白云间的
秀丽山峰而得名。自西向东依次为
迎仙峰、望仙峰、会仙峰、志仙峰和
群仙峰。就像俊俏的五位仙女携手
并立，婀娜多姿。”

步入景区，随处可见古树虬枝。
其中最古老的要数山东第二古树王，
有2000多年历史的银杏树了。此树高
35米，雌雄同株，树围约6.5米，需六人
合围。繁枝密叶，浓荫可蔽半亩。被誉
为“银杏之王”。

在古银杏东侧，只听泉水泠泠作
响，鸟鸣嘤嘤成韵。不远处，济南七十
二名泉之一清泠泉的清流从两只石
雕龙口中泄出，泉中鱼儿嬉戏，好不
悠然自在。清人有云：“到此息尘虑，对
之清客心。”

历史悠久是五峰山的又一特色。
五峰山属泰山山脉，其岩石形成

于地壳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地质年代
太古代。据古代文献推测，五峰山自
秦汉时期就有所开发，并闻名于世。

自金元以来，辟为道观，成为道教圣
地。五峰道观曾四次受皇帝敕封。

进入景区，青瓦红墙的道观建筑
增添了山的灵气和历史底蕴。首先看
到的是玉皇殿，始建于宋代。殿内塑
有玉皇大帝及四大天王神像。再登往
高处，可见碧霄殿，内祀五峰山奶奶。

来到五峰山，从导游的口中，可
以听到各种引人入胜的民间传说：

“泰山、五峰山、马山比赛，谁长得最
高，谁为姐。马山长得最快，一夜之间
就长了二百多丈。五峰山也拼命长高
不示弱。泰山长得最慢，便起了妒忌
之心。她套上马车，径向马山、五峰山
轧了过去。马山被惊吓，并轧折了筋
骨，再没长高。五峰山吃一堑长一智，
改变了生长方式，变单山头向高处发
展为多山头的横向发展，在山腰间生
出了五个仙峰。而泰山轧了五峰山、
马山后，趁机猛长，成为大姐。”

赏过古树清泉，品完道教文化，
听完历史传说，来到九十一级台阶
前，一鼓作气的登山之旅正式开启。
导游说，这九十一级台阶，一级比一
级高，寓意“步步高升”。抬头仰望，直
接感受到山的陡峭与挺拔。

登上九十一级台阶，便是郁郁葱
葱的山间小路，因为心中有对山顶俯
瞰美景的憧憬，上山的脚步格外坚
定。五峰山的台阶较高，是锻炼体魄
和意志的舞台。年轻的情侣、三五成
群的山友、领着小孩的大人从身旁经
过，彼此相互打气：“看，前面一片开
阔，山顶快到了！”

当登临山顶，你会一下子被眼前
的开阔的景色所震撼。远处薄雾中连
绵的青山尽收眼底，山下的事物变得
那样渺小。在山顶小憩的游客说：“登
山的魅力就在于登临山顶的时刻，高
山的气魄让人的心胸都变得宽广
了。”

本报记者 喻雯 见习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张飒特

“十一”长假，想不想置身百亩花海拥抱深秋？想
不想听歌观舞饮酒啃羊腿数星星？想不想沉醉在天
然氧吧，欣赏世界上最美的星空？想不想去齐鲁第一
古村，在闯关东舞台大展身手……带上你的亲朋好
友，闺蜜挚爱，远离市区的喧嚣拥堵，来一场亲近大
自然的近郊自驾游，放松身心，享受假期吧。

东

香草园美景如画。 见习记者 唐园园 摄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喻雯
见习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张飒特

百脉泉景区“十一”期间
将推出“欢度国 庆 ，畅 游 百
脉”系列活动：在清吟风广场
举办大型旅游产品展销、民
俗展、手工艺术表演等活动；
在秋千蹴设立花市、鸟市，并
进行销售，同时举办第二届金
秋菊展。

绣源河风景区9月30日晚
在音乐喷泉广场举办庆国庆
文艺演出；10月1日-6日每晚8

点播放音乐喷泉。10月3日、4

日《快乐向前冲》全天录制，还
将有综艺明星演出；10月5日、
6日、7日，将举行《快乐向前冲
王中王》比赛。

济南植物园9月20日-10

月10日推出以“金秋多彩季、
畅游植物园”为主题的户外游
园活动。10月1日-10月7日，在
婚庆园广场举办章丘特色文
艺演出，邀请章丘文祖镇文艺
团队表演当地特色文艺节目；
10月1日-10月7日，在园区广
场举办土特产、民族手工艺
品、特色小吃展示售卖活动；9

月20日-10月10日，在游客服
务中心举办龙山文化黑陶艺
术品展示售卖活动；10月1日-
10月3日，在园区内广场举办
最美花篮，园艺插花展示活
动；10月1日-10月7日，举办按
名索叶活动，游客在游览园区
的过程中可以找寻大门口张
贴的识名卡，根据卡片及活动
说明，收集齐所需树叶，到游
客服务中心兑换纪念品。

济济西西湿湿地地烧烧烤烤钓钓鱼鱼
五五峰峰山山上上观观奇奇景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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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峰峰山山

济西湿地吸引众人垂钓。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假期章丘各景区

门票优惠活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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