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如山里慢下来，水帘峡做个山里人

不不只只是是爬爬山山看看景景，， 老老景景区区可可玩玩出出新新花花样样
本报记者 万兵

带上孩子

体验金象山的混搭风

这个十一去金象山乐园可不
止是打打电动、坐坐游乐设施。民
俗艺术节、山谷音乐节、卡通大巡
游轮番上演，奉上混搭大宴。父母
们可以带上孩子，来这里寻找童年
的影迹、在卡通王国里重新释放青
春活力。

皮影、剪纸、糖画、布老虎、蛋
雕、面塑、年画……怀旧一条街上，
家长们可以让孩子跟随自己回到
彼时的童年；年轻人则可以随着景
区里最有活力的高校乐团尽情舞
动；熊大熊二、哆啦A梦、黑猫警长
则组成浩浩荡荡的卡通巡游队伍，
和游客们来个不期而遇；更有小丑
叔叔用魔法口袋给孩子们变出无
数的花样气球。

呼朋唤友

红叶谷里能打真人CS

秋天到，在漫天红叶间爬个山
固然不错，但是要是能和小伙伴们
一起在原汁原味的山野间来场真
人CS更是既浪漫又刺激。

作为唯一一块4A级景区里的
真人CS基地，红叶谷里的拓界真
人CS基地战斗面积超过10万平方
米。景区独特的山谷地形和军事野
战运动结合在一起再合适不过。和
朋友一起出游的市民不妨在爬山、
赏红叶之余挑战一下体能和智慧。

而且，在这里的军事体验还会
为每个参加者勾画出一个“菜鸟的
故事”。活动中有“菜鸟放大镜”、生
存考验“剩下的那只鸟”、战局模式

“心中的旗帜”、战役模式“励兵行
动”等不同环节，考验参加者体能、
心理、个人、团队等方方面面，让参
加者能体验到从“菜鸟”到“雄鹰”
的蜕变。

走进水帘峡，

做个山里人

久居在水泥森林的都市人，趁
着小长假可以把平时紧张的节奏放
缓，过把山里人的瘾。国庆假期，水
帘峡推出煎饼、豆腐、馒头、烤地瓜
等乡村生活DIY活动。通过现场制
作乡间美味，成年人可以回忆自己
的少年时光，孩子们则能一起学习
到各种乡村家常食品制作。

同时，在水帘峡还备有家庭聚
会农家美食，游客们品尝完亲手制
作的“小菜”后，还能在水帘峡泉水
宴、水帘峡家常菜等宴席上吃到风
味独特的大餐。

栈道旁、溪流边

九如山里慢下来

对于不少游客和市民来说，国
庆假期能借出游锻炼身体自然好，
但更多的是为在游玩中放松身心、
享受缓慢流淌的时光。九如山里，
新修建的十公里实木栈道把山、
瀑、栈、溪、潭等核心景观连缀在一
起，形成了原汁原味的自然生态景
区。多处免费茶水点、休息处则让
游客有更多的机会坐一坐、喝杯
茶、慢下来。

即便是腿脚不灵便的老人，
也可以在这片原始自然的生态山
水之间，静静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年轻人则可以在众多茶点、咖啡、
小吃、烧烤、野炊、露营等不同特
色的休闲项目中任意选择，享受

别样的惬意。

跑马岭上

边喂动物边秀“影”技

跑马岭的动物惹人爱，但是这
个十一家长们不必只是陪着孩子

喂动物，爱好摄影的完全可以在和
动物互动之余大秀一把自己的摄
影技术。

跑 马 岭 野 生 动 物世界 推 出
“十一 动 物 狂 欢 节 ”主 题 游 园活
动。小朋友们可以观赏到智利小
羊驼、印度黑羚等珍稀动物，还能

与小猕猴、小狗熊等小动物亲密
互动，亲手为小动物喂食。喜爱摄
影的家长们这会儿也别闲着，可
以 参 加 野 生 动 物世界 摄 影 作 品
展，与山东省旅游摄影协会会员、
广大摄影爱好者等摄影达人来场
摄影技术的较量。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见习记者 张九龙

在济阳县境内，还存在两处较为
著名的古院落周氏庄园和卢宅故居。
虽然这两座庄园保护情况并不好，而
且交通不便。不过从这两处建筑可以
看到风韵犹存的古代豪宅。

周氏庄园：

曾是《武训传》外景拍摄地

周氏庄园位于济阳县垛石镇后
楼村，其始建于明代，历经数百年。规
模最大时占地面积约16000多平方
米。而如今,周氏庄园因年久失修岌岌
可危。

走进垛石镇后楼村,在村中心,
有一栋“鹤立鸡群”般的古建筑，这
便是周氏庄园。平常园子的大门紧
闭不开。联系到庄园主人后，才能看
到庄园面貌。记者看到周氏庄园坐
北朝南，多数建筑已遭毁且消失，如
今仅剩十余间房舍。院墙上还挂着
济南市重点保护文物的牌子。

周氏庄园的大门楼高大宽敞,大
门楼的浮雕很精美。在院内还有一
堵砖雕影壁，四周边框雕有竹节纹、
缠枝牡丹仙童子、梅花鹿、寿字等图
案，寓意福禄双全、官运亨通。

周氏庄园属文官式建筑，有极
高的历史价值，在山东古建筑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化大革命时期，
建筑物曾经遭到严重破坏。1998年，
电视剧《武训传》曾在此拍摄外景。
但现在的周氏庄园保护并不好，古
宅前出厦只能靠钢管支撑，古宅的
柱子也严重变形,将墙都给拱了出
来。

卢氏故居：

上将卢永祥于1917年所修

在近现代历史上，济南人中曾经
出现过3位上将，历城人孙传芳、济阳
人卢永祥、商河人上官云相。卢永祥
于1917年到1919年修建的卢宅，是济
阳闻名的历史建筑。卢氏故居位于济
阳县回河镇举人王村村中心。

沿着公路进村不远就能看到路
边是一片很大的老建筑群，主色调
为青黑颜色。紧靠路边为一座宽大
门楼，正门下是一对雕刻精美的石
狮子。

卢氏故居是一个进深很深的院
落，迎面正对着正房和厢房。因为曾
被作为小区，因此院内门楼和正房之
间是一个花坛，花坛前有一座汉白玉
的女教师石雕。

卢氏故居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
作为回河镇粮食所和学校。如今,学校
早已搬迁，但目前老宅破败严重。

商河温泉生态之旅

地点：商河温泉基地

商河县是著名的温泉之乡。国
庆节期间，商河温泉基地也将组织
活动，回馈消费者。如基地→温泉
养生季→为168元/人/次，含一次鱼
疗；消费满1000元，可参加抽奖，
100%中奖。

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有这样的
诗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
洗凝脂”。温泉基地的温泉区内分
为：室内SPA区的游泳池、酒泉区、
花瓣区、彩色鱼疗区、吕凤区。温泉
区共设六个区，有20多种风格各异、
大小不一的功能温泉池。

路线：济南黄河大桥向北驶入
104国道，前行约2 . 7公里——— 在220
国道路口右转，前行约30公里———
在248省道路口左转，前行约30公
里，到达新兴街路口左转——— 前行
约1200米，在创业路路口右转，前行
约300米，西侧即是商河温泉基地。

大沙河湿地公园

大沙河生态休闲旅游区位于商
河县城北10公里处，由东向西呈带状
横贯全县，全长约30公里，宽约500—
600米，2010年被评为省级湿地公园。

大沙河湿地公园大沙河两岸生
长着成片的杏、梨、桃、杨、柳、槐等树
种，共有植物29科39属117种，森林覆
盖率达65%。植被覆盖率高，空气清
新，上百年的白杨林、槐树和许多果
树，林木茂盛、树形优美。

湿地内的河流、森林、绿道等旅
游资源，可以提供水上活动、林中游
憩、骑行漫步、野餐露营等多种生态
休闲活动，满足市民回归自然的需
求。大沙河沿岸还分布有古城遗址、
东信遗址、小官庄汉墓群等古遗址，
更添几分文化底蕴。

鼓子秧歌表演

地点：商河全民健身中心

鼓子秧歌是商河县最为著名的文
化节目，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初，鼓
子秧歌是当地民间为庆丰收，而载歌
载舞的一种汉族民间艺术形式。商河
县于每年的正月十四举办大型汇演，
称为“秧歌闹元宵”，秧歌队伍庞大，人
数众多，角色各异，锣鼓齐鸣，热闹非
常。游客可以尽情观赏，大饱眼福。

路线：济南黄河大桥向北驶入104
国道，前行约2 .7公里——— 在220国道
路口右转，前行约30公里——— 在248省
道路口左转，前行约30公里——— 到达
商中路进入商河县城——— 沿商中路继
续往北，在商中路与鑫源路路口往北
50米，西侧即是全民健身中心。

济济阳阳看看古古院院落落
商商河河那那边边泡泡温温泉泉

红叶谷、金象山、九如山……这些老景
区都去过了？没关系，老景区里也能玩出新
花样。丰富的活动、新鲜的体验，让市民在十
一假期里绝不只是爬爬山、看看景。

南

本报记者 蒋龙龙
见习记者 张九龙

同济南南部山区相比，
位于黄河北的济阳县的旅游
产业一直不发达。为了充分
发展济阳的旅游业，将济阳
打造成省城后花园，济阳人
将眼光瞄向了黄河。

据了解，济阳境内的黄
河长61 . 7公里，老县城距离
黄河大堤“近在咫尺”。为了
充分利用黄河的资源拉动旅
游及相关产业，济阳县正在
打造黄河古镇。

记者从济阳县了解到，
“黄河古镇”项目计划总投资
102亿元、占地3000亩，将按
照国家4A级景区的目标，分
别打造黄河古镇、水上世界
和黄河公园。

其中古城商业街、传统
民居、酒店、风情客栈、黄河
广场和文艺综合广场等将
依次亮相，力求展现出济
阳、济南甚至整个黄河地区
的历史文化内涵。建筑面积
达到 5 万平方米的水上世
界，更是设置了能展现瀑
布、海滩的多组亲水设施，
室内封闭式结构，一年四季
保持恒温，尤其适合北方旅
游淡季冬季的出游。

济阳县将集风景区、商
业街、餐饮区、客栈、娱乐项
目于一体的黄河古镇定位为

“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景
点。景点内还将设置黑陶展
示区、地方特色剧院，让游客
感受济阳本土文化底蕴。

据济阳县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项目启动区占地117

亩,规划建设游客接待中心、
传统四合院和温泉酒店等57

栋建筑。目前启动区57栋建
筑中已有4 5栋完成主体施
工，正在进行内外装饰；启动
区北侧景观河绿化、美化、亮
化工程已基本完成。

29日，济南九顶塔民俗风情园里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赶秋节在这里举行，游客和民俗风情园里的各族人民一起
跳起民族舞，庆祝丰收的季节。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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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黄河古镇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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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古镇45栋

主体建筑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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