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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脉泉公园民俗展
时间：5月1日至3日
亮点：剪纸、面塑、糖画、芦苇

画、翻花等。
路线：自驾车沿经十路向东

（或沿济南泉城路向东走章丘大
道），左转至明水双山大街，再向
北由百脉泉街到汇泉路，即达公
园南门。
2 .济南植物园科普展

时间：四月至五月三日
亮点：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科

普展，公园广场还将举办风筝放
飞活动。

路线：济南长途汽车东站乘
坐长途车至植物园或乘坐k301至
鹅庄大桥下车，换乘章丘10路公
交车到植物园站；自驾车沿经十
路向东行驶至鹅庄大桥，向南4 . 8

公里。
3 .白云湖春季踏青

时间：3月14日至5月1日（清
明节假期期间除外）“保护地球之
肾”——— 白云湖大型湿地植树活
动；5月1日至15日白云湖美食节、
捕捞节。

亮点：种植爱心树，免费划
船；可赏美景，品美食。

路线：自驾车沿经十东路向
东进入章丘地段，丁字路口危山
风景区广告牌处向北即到白云湖
风景区。
4 .大灵岩寺释迦牟尼法会

时间：农历四月初八
亮点：举行法会，开展佛事活

动。
路线：自驾车沿国道104在灵

岩广场东行至灵岩寺景区。
5 .五峰山传统山会

时间：农历四月初八
亮点：上香祈福，登山游玩，

挥杆高尔夫。
路线：自驾车沿国道104在崮

云湖街道崮五路路口至五峰山景
区。
6 .黄河湾生态园全国钓鱼大赛

时间：3月21日、22日
路线：从市区出发沿美里路

至邸庄。
7 .金象山乐园游春活动

时间：三月下旬至五月
亮点：举办风筝节、小丑嘉年

华、爸爸争霸赛等活动。
路线：市区乘坐65路公交车

到商家站下车即到；自驾车沿103

省道南行至仲宫大桥向东8KM

即到。
8 .红叶谷园林文化月

时间：五月（含五一小长假）
路线：乘65路公交车红叶谷

站下车；自驾车沿英雄山路—
S103—仲宫大桥东转—S327—红
叶谷或经十路—港西立交桥下—
港西路右转—S327—红叶谷。
9 .拥抱春天，跑马岭踏青游

时间：四月
亮点：赏百花，与动物零距离

接触。
路线：自驾车沿纬二路-英

雄山路-仲宫-柳埠-李家塘-野
生动物世界（出南外环按路标行
驶）。
10 .水帘峡植树节

时间：3月7日至4月20日
亮点：儿童、学生实行免费游

览景区、免费植树。4月中旬可采
摘樱桃。

路线：乘812路公交车直达景
区；自驾车沿103省道—仲宫大
桥—柳埠大桥—四门塔—李家塘
景区。
11 .九顶塔第十一届“山歌节”

时间：3月3日至4月15日
亮点：可赏花、观泉、看瀑布，

还有民俗演义、大型实景剧《刘三
姐招亲》、魔幻杂把地、小型动物
园等活动。

路线：自驾车沿英雄山路至
S103省道一直向南至柳埠大桥后
前行1000米见指示牌右转直达景
区。
12 .九如山踏青节

时间：四月
亮点：举办迎春花插花活动，

免费畅饮花草茶。
路线：自驾车沿经十东路至

港西立交，见“旅游路”标识牌南
行，进入港西路向南直行至西营
327省道丁字路口，左转沿327省
道直行，按九如山指示牌方向行
驶。

踏青休闲活动

足足轻轻游游春春去去
手手巧巧拾拾春春来来

济南市旅游局推出春季踏青手绘指南

本报3月19日讯（见习
记者 刘飞跃 通讯员
翟传虹） 春天的济南，处
处绿意萌发，正是郊游踏春
好时节。为方便市民游客在
济南踏青游玩，济南市旅游
局继“2015济南市春季赏花
手绘指南——— 花的期约”之
后，19日又推出“2015济南
市春季踏青手绘指南———
泉城拾春”，将采摘、植树、
登山、休闲等活动一一列
出。（因采摘活动易受天气
等因素影响，所提供采摘期
为大致时间，详尽事宜可拨
打咨询电话）

采
摘

槐花
采摘期：5月7日至15日
采摘地：章丘市三王峪景区
采摘亮点：赏槐花，品尝槐花
宴。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经十东路
至章丘诺贝尔城东潘王路右转

（曹范方向）18公里即到景区。
咨询电话：83769066

草莓
采摘地1：章丘市垛庄镇北明村
采摘期：一月至五月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省道244北
明村路口往西。
采摘地2：章丘市牛一现代农业
示范园
采摘期：一月至四月及五一假
期
采摘亮点：休闲观光，自助采
摘。
采摘路线：济南汽车东站至章
丘汽车站，乘8路公交车到袁庄
路口下，东行500米路北；自驾
车沿242省道4公里处下相公路
口沿平普路东行3公里路南。
采摘地3：章丘市紫缘香草园
采摘亮点：紫缘香草园采摘节。
一月至七月有机草莓采摘，五
月至八月有机甜瓜采摘，全年
有机蔬菜采摘。
采摘路线：济南汽车东站至章
丘汽车站城际公交K903直达；
自驾车沿济南世纪大道大正路
口东行1000米路北。
采摘地4：长清区伟农庄园
采摘期：四月上旬至五月
采摘路线：长清区明珠广场往
北1500米路东。

有机蔬菜
采摘地1：长清区特地庄园
采摘期：四月至八月
采摘路线：在市立五院乘坐公
交86路终点站下车，西行500米
泉城农业公园内。
咨询电话：18553152025

采摘地2：商河县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绿泉丰园蔬菜基地、许
商育凤草莓采摘基地
采摘期：一月至五月
采摘亮点：有机蔬菜采摘、农事
体验；免费开放现代农业科技
示范园展厅，观赏现代温泉生
态农业。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黄河大桥-
104国道—220国道-248省道-248

省道与316省道交会路口左转-

农业科技示范园（绿泉丰园蔬
菜基地，由此往南即是许商育
凤草莓采摘基地）。
咨询电话：84629088

采摘地3：长清区万德镇石都庄
采摘期：五月至六月西红柿采
摘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104国道至
万德镇义灵关桥南行200米。
咨询电话：13455119328

金银花
采摘期：五月
采摘地：章丘市小康都市农业
示范园
采摘路线：济南汽车东站至章
丘汽车站，乘8路公交车到袁庄
路口下，东行600米路南；自驾
车沿242省道4公里处下相公路
口沿平普路东行3公里路南。

香椿
采摘期：四月中旬
采摘地：章丘市赵八洞景区
采摘亮点：体验田园乐趣，采摘
有机香椿。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国道309韩
家路口向南9公里。
咨询电话：13954104456

甜瓜
采摘期：3月21日至十月
采摘地：章丘市高官寨镇
采摘亮点：3月21日举办甜瓜品
评大赛、摄影采风等活动。
采摘路线：自驾车自济南国际
机场—济南航空生态园—临港
路—S321省道

茶叶
采摘时间：四月初至十月底
采摘地：长清区万德镇北马套
村
采摘亮点：开展采摘茶叶、炒
茶、品茶等活动，游览卧龙峪等
景区。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104国道在
万德镇界首村东行至北马套
村。
咨询电话：87218916（立泰山茶
园）、18653166319（将军山茶园）

桑葚
采摘期：5月20日至六月
采摘地：章丘市朱家峪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309国道到
朱家峪路口。
咨询电话：13905411895

玉杏
采摘地1：章丘市昊霖果品专业
合作社
采摘期：四月中旬至五月初
采摘路线：济南汽车东站至章
丘汽车站，乘8路公交车到相郝
路口下；自驾车沿242省道4公
里处下相公路口沿平普路东行
2公里处左转，沿相郝路北行
2 . 5公里左转西行2公里路南。
咨询电话：15098787658

采摘地2：长清区张夏黄家峪万
亩杏园、五峰山明陵杏园
采摘期：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
采摘亮点：举办吃杏比赛，体验
农家民俗风情。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国道104在
张夏莲台山路口前往万亩杏
园；沿国道104在崮山崮五路路
口经五峰山景区南行500米达
明陵杏园。
咨询电话：87482002（张夏镇）
87311938（五峰山）

西瓜
采摘地1：济阳县仁风镇
采摘期：四月至六月上旬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220国道到
仁风。
采摘地2：商河县郑路镇路家村
采摘期：四月下旬至五月下旬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黄河大桥-
104国道-220国道-248省道-商河
县南外环-316省道-商展路-达
郑路镇珍珠红西瓜示范基地。

樱桃
采摘地1：章丘市垛庄镇岳滋村
采摘期：5月16日至6月16日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省道327岳
滋村路口往西。
采摘地2：章丘市普集镇西山村
采摘期：5月10日至20日
采摘路线：普集镇驻地往东经
过许河村、杨官村、大佛村、孟
白村、瓦屋村、西山村。
采摘地3：章丘市道口樱桃园
采摘期：五月上旬
采摘路线：自驾车经刁镇中心
大街至转盘处右转，再由经时
辛路左转道邵路，沿道口中心
街往北1500米即到。
采摘地4：平阴县洪范池镇白雁
村、长尾崖村
采摘期：四月上旬
采摘路线：自驾车沿220国道25

公里-东阿镇驻地-洪范池镇
驻地。
采摘地5：长清区万德裴家园、
店台、五峰纸坊、双泉书堂峪、
张夏金家峪等村
采摘期：四月底至五月上旬

胡丁/绘
济南市旅游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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