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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安安特特产产和和旅旅游游商商品品走走俏俏泉泉城城
公益巡展和惠民促销持续到11月30日

“齐鲁晚报号”33338800元元清清迈迈六六日日游游
12月13日盛大启程，来往双飞，泰安人自己的精致小包团

寒冷冬季，跟您的朋友一起到泰国清迈小城做客吧，伴随着《泰囧》，一起来勾划自己的愿望清单！本报
联合泰安诚之旅国际旅行社(山东交运旅游集团泰安分公司)，特别打造“齐鲁晚报号”泰国清迈休闲度假6日
行，12月13日盛大启程，行程报价仅3380元。让您毫无后顾之忧，尽享“泰国香格里拉”之美。

素以“美女和玫瑰”享誉天下的清迈，不仅曾长期作为泰王国的首都，至今仍保留着很多珍贵的历史和文化
遗迹。泰北神秘优质的自然景观，独特的文化特质，注定让它成为最合适文化深度之旅的城市之一。还等什么呢？

◆ 泰安起止本地组团 名额仅限30个

清迈的魅力无法言喻，它是
一代巨星邓丽君最为钟爱之地，
也是票房宠儿《泰囧》的主要拍摄
景点。本报联合泰安诚之旅国际
旅行社(山东交运旅游集团泰安
分公司)，特别打造“齐鲁晚报号”
泰国清迈休闲度假6日行，泰安仅

限30个名额，泰安本地组团，泰安
起止，诚之旅专门安排专车接送
济南遥墙国际机场，语言、饮食、
习俗相同，大家相互了解，让您全
程沟通无障碍，玩得更舒心。并且
优秀领队全程陪同，让您尽享泰
国清迈度假休闲6日游。

◆ 清迈6日慢旅行 济南直飞超值价3380元

本次“齐鲁晚报号”泰国清
迈休闲度假 6日行，行程报价
3380元，定于12月13日发团。贵
宾在济南遥墙国际机场集合，办
理出境手续后乘机飞往清迈。清
迈全年平均温28℃左右，是享誉
东南亚的“度假胜地”。北方的冬

天来临之际，想要寻回温暖，远
离城市喧嚣，漫步兰纳古都么？
那就快来清迈吧，跟随“齐鲁晚
报号”一起，享受宁静与悠闲，还
能品尝丰富多样的美食，让味蕾
尽情享饕餮盛宴。清迈，2014年
您非去不可！

◆ 游“美人窝” 品清迈千人火锅

灵 古 道 寺 、影 片《 泰囧》拍 摄 地
BHUP PHA RAM TEMPEL等
代表性景点外，泰国清迈六日游还
有不少值得一推的特色景点，吃喝
玩乐一站式完成，满足您前往泰国
的所有期许，物超所值让您尽兴。

往清迈手工艺村博桑伞村，清
迈手工艺村又称美人窝，是清迈号
称全世界最大最大的家庭手工业，
不仅是泰北手工艺手工艺品的制
造和交易中心，也成为成为游客必
到的旅游观光点，村里的工艺工艺
师傅沿袭世代相传技艺，创造出各
式各样各式各样的手绘纸伞等艺
术品，琳琅满目，实用又精致，不失
为购买纪念品的好地方。

在清迈，领带会带您乘坐“嘟嘟
车”游览古城大塔寺、三王纪念像、
古城商业区等颇具历史文化气息的

清迈景点。清迈城建于公元1296年，
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具有价值的
历史遗迹如护城河及五城门四城
堡，建都三王纪念像。位于清迈文化
中心瞻仰著名的三王雕像：兰甘亨
大帝、孟莱王和南蒙王，常有当地人
在雕像前烧香鲜花，以示尊敬。

在清迈，您可以选择睡到自然
醒，后去清迈世界园艺博览园，占地
80公顷，园内有金碧辉煌、富有兰纳
王朝特色的泰式楼阁；绿草如茵、倒
映在水中的池台倒影；形态可爱、造
型各异的花果卡通形象，近40座主
题花园，展出花卉包括了中国杜鹃
花、不丹国花蓝罂粟和荷兰郁金香
等。而后再前往酷似巴厘岛马斯之
木雕小镇。当然，在领队为您预留的
自由活动时间内，您也可再次在清
迈的古城随性漫步，感受别样清迈。

与普通清迈游相比，
本次线路颇具特色：济南
正班包机直飞清迈，即可
体验泰北本土文化，轻松
享受清迈精致的慢生活；
追随《泰囧》步伐，乘坐清
迈特色交通工具——— —— 嘟
嘟车游古城、逛夜市、寻访
长颈族、放天灯祈福、品尝
泰北美食、参拜四面佛，享
受一次心灵皈依之旅；特
别安排泰式帝王餐+传统
民族舞蹈表演，追寻兰纳
王朝悠远记忆；全程入住
当地特色酒店，为您提供
干净舒适的休息环境；精
心安排品尝清迈特色餐—
千人火锅泰式炭烧火锅。

不过，想要参团的市
民需要提前10个工作日左
右办理护照，避免时间不
足给旅程造成遗憾。

提前10个工作日

办理护照

温馨提示

本次行程共计6天，13日领队
会带领大家乘机飞往清迈，航班
抵达后前往泰北佛教避暑胜地双
龙寺，这是泰国著名的佛教避暑
胜地。传说有位锡兰高僧带了几
颗佛舍利到泰国，高僧们为了怕
让人抢走，便决定将舍利放在白

象上，由白象选择一处可以建寺
供奉舍利的福地，白象随意游荡，
便在双龙寺的现址趴下，人们就
建了舍利塔，又由于山路两旁有
两只金龙守护，便叫做“双龙寺”。

除了昨天为读者推荐过的
大象训练营、长颈族、兰花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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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者
薛瑞 通讯员 古强 王瑜 李国
彤) 近日，泰安与济南等“山东省
会城市群旅游联盟”在济南举办
2014山东省会城市群特产交流会。
泰山煎饼、驴油火烧、宁阳不老枣等
地道美食和泰安四宝等旅游商品，
吸引了不少泉城市民眼光。

近日，“山东省会城市群旅游联
盟”在济南举办2014山东省会城市群
特产交流会，泰安、济南、淄博、莱芜、
德州、聊城、滨州等7地市参展。各地
市有代表性的特产、旅游商品在济南
特产城进行公益巡展和惠民促销。交
流会设置泰安市主题周，市旅游局工

作人员介绍，泰山玉、泰山茶、肥城桃
木、泰山汉麻等“泰安四宝”，以及房
车等旅游商品和装备都吸引了不少
关注，“泰山煎饼、驴油火烧、宁阳不
老枣、核桃油、十字绣、泰山蚕丝制品
等美食特产也很受欢迎。”

“听说肥城桃木可以辟邪镇厄，
不过一直没机会去肥城买，这次正
好肥城桃木送到了家门口，一定要
多买一点，希望可以给家人带来幸
福吉祥。”济南市民张先生听说特产
交流会上有肥城桃木，就兴致勃勃
地赶来选购心头爱。

第十二届山东省旅游商品创新
设计大赛作品展同时举行，现场展

示了超过1000件代表山东最高水平
的旅游商品。泰安泰山玉泰山印象、
肥城桃木《桃趣》、泰山玉缠枝莲纹
葫芦等在历届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中
获得金奖的作品一一进行了展示。
交流会上泰安展出三辆房车，为展
会增添了一抹亮色。炫酷的房车吸
引了不少泉城市民好奇的眼光，大
家都来东摸摸、西瞧瞧。

据了解，第十二届山东省旅游
商品创新设计大赛由山东省旅游局
主办，山东省旅游商品开发服务中
心、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旅游商品
与装备分会承办。各地市特产、旅游
商品展示将持续到11月30日。

“想不想让孩子体验下
当空姐、空少的感觉？想不
想让孩子在霍格伍兹学员
表演一次魔术？”那就快来
参 加 哈 梦 王 国 、梦 想 有
你——— 哈梦王国儿童体验
教育中心、中国陶瓷馆快乐
之旅吧，这些想法都能在这
实现哦！

上周，泰安小朋友来到
淄博市哈梦王国美美地体
验了一番。王国工作人员给
小朋友们发放启动资金—D币，进
入王国体验小小大人角色。第一层
有男孩子们最喜欢的宙斯盾安保
公司、消防局、追梦号游轮、马术俱
乐部、地震研究中心。进入到安保
公司后，老师便派发了一次绝密押
运任务，坐着押运车，绕着王国转
了一圈，整个职业体验全程有20分

钟，孩子们不仅做了会英姿飒爽的
押运小安保，更学会了如何去处理
危险事宜的常识。对于小女生来
讲，奥斯卡走秀、芭比娃娃、加州旅
馆、挤奶工等项目是最受欢迎的。

第二层最有特色的就是霍格
伍兹魔法学院和迈克尔唱片公
司，孩子们穿好哈利波特版的衣

服之后，感觉一下子穿越了。
在这里孩子还能体验制作寿
司 、美 容 美 发 造 型 、汉 堡 制
作、冰淇淋等场馆。第三层最
热门的当属空军一号、国旗护
卫队、c s军事区、FB I联邦调
查局，联邦调查局中小职员，
可以体验手枪射击、户外骑摩
托车，一个个穿着警察制服，
真是太帅了。之后在中国陶瓷
博物馆，小朋友们学到了陶器
和瓷器的区别和烧制方法，还

有瓷器的发展历史，真是不虚此
行。

这就是哈梦王国、淄博中国陶
瓷博物馆快乐成长之旅的完美一
天，快乐多多，收获多多，成长多
多！泰山新闻国旅也祝愿每位小朋
友都能够健康快乐成长，实现自己
的职业理想。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者 薛瑞 通讯员
王永昌 ) 在近日结束的
第十二届山东省旅游商品
创新设计大赛上，泰安市
选送的桃木作品《桃木项
链》、《景泰蓝如意》在比赛
中脱颖而出，获得一金一
银的好成绩。

近年来，肥城市高度
重视吉祥桃木旅游商品产
业的发展，实施“肥城桃木
雕刻”流派培树工程，加大
高端智力引进和后备人才
培养，紧跟旅游市场发展，

肥城吉祥系列桃木旅游商
品在国内各类比赛中不断
取得优异成绩。在本届山
东省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
赛中，肥城市提报了两项
新近研发的作品《桃木项
链》、《景泰蓝如意》，获得
金银两项大奖。

同时，在同期举行的
“山东省民间手工艺制作
大师”评选中，鑫如意桃木
工艺品厂于为刚成功获
评。至此，肥城桃木雕刻手
工艺大师增加至5名，顶尖
研发力量不断壮大。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者 薛瑞) 近日，省旅
游局公布全省首批“省级
原生态旅游景区”，岱岳区
龙湾风景区名列其中。

龙湾风景区位于化马
湾乡，地处徂徕山北麓，是
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
部分。景区内植被茂密，溪
水长流，生态景观良好，是
地学科普、观光旅游的圣
地，2006年被山东省列为

省级重点自然保护区。近
年来，龙湾风景区旅游道
路及标识系统不断完善，
不少游客前来体验原生态
自然美景，景区游客接待
量年均递增30%以上。

据了解，此次全省经
层层筛选，共公布了8处

“省级原生态旅游景区”，
龙湾风景区成为泰安市
惟一一处获此殊荣的景
区。

肥城桃木旅游商品

再获省级大奖

龙湾风景区获评

省级原生态景区

哈哈梦梦王王国国实实现现孩孩子子长长大大的的梦梦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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