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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峪“开椿”现场挺热闹

孩孩子子们们敲敲锣锣打打鼓鼓带带游游客客采采摘摘

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薛瑞) 12日上午，道朗镇里

峪村举办第二届香椿采摘节
暨“吃情里峪椿”美食大赛。头
茬香椿成熟，村里孩子敲锣打
鼓带领游客去采摘香椿。10家
农家乐厨师聚集起来，以香椿
为原材料开展美食大赛。

12日上午9点半左右，“春
天里峪”第二届香椿采摘节暨

“吃情里峪椿”美食大赛，在岱
岳区道朗镇里峪村举行。在香
椿采摘区入口处，几名村里少
年敲响铜锣，高喊“开椿啦！”
开启采摘节序幕，锣鼓队走到
哪里，都会引起一阵围观。

几十名游客跟随引导旗
帜，进入采摘区自由采摘，村

民在一旁为游客讲解。如果采
到的香椿芽重量在一斤以内，
都可以让游客免费带走。

里峪村目前有20多农户
从事农家乐。12日上午，村里
还邀请了10家酒店大厨，分别
指导村里10户农家乐厨师学
做香椿，简单的香椿在不同厨
师手里变成不同的美食，最终
做出了香椿煎黄鱼、椿意浓
浓、香椿豆腐煲、玲珑香椿珍
鱼卷等共22道不同菜品。

市饭店烹饪协会专家作
为评委，试吃后分别评出奖
项，卖相和味道都不错的香
椿美食，几分钟时间内就被
游客和孩子抢光了。1 0位大
厨还被里峪村授予荣誉村民

称号，今后凭荣誉村民证书，
参加村里采摘活动一律免费
入园，采摘果蔬则享受半价
优惠。

近几年，岱岳区围绕“泰
山观光、岱岳休闲”定位，发展
乡村旅游业，包括赏花、采摘、
一日游等。里峪村三面环山，
是全国“绿化千佳村”，盛产皂
角、板栗、核桃等，适合发展采
摘游。村民赵忠芸说，家里从
前以做铝合金加工为主，去年
9月开始做起农家乐，每个周
末都能接待不少前来采摘和
吃农家饭的游客。“最开始只
有一两户做农家乐，小半年就
挣了三四万，所以现在村里做
农家乐的越来越多了。”

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薛瑞) 11日，来自美国高中

的10名美国学子在泰山大观峰
前，接受泰山景区授予的“中华
泰山成人礼——— 中华泰山荣誉
文化大使”证书。这是景区自
2009年举行“中华泰山成人礼”
活动以来，接待的首个欧美地
区团队。

11日早上7点半，来自美国
格拉斯拖博瑞高中的10名美国
学子，由天外村乘坐景区巴士
到达中天门景区，经过短暂休
整，学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徒
步向山顶攀登。

伴随一路欢歌笑语，上午
10点40分左右抵达泰山大观

峰。“我愿意，用信心对待自己，
用诚心对待他人，用爱心对待
社会……”学子们集体宣誓后，
景区为他们颁发了“中华泰山
荣誉文化大使”证书。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泰山
景区联合泰安一中国际部共同
组织，是景区自2009年“中华泰
山成人礼”活动举办以来，接待
的首个欧美地区团队。景区近
年来不断加大境外促销力度，
拓展欧美客源市场，重点加大

“中华泰山成人礼”在港澳台和
海外华人市场推广力度，在国
内覆盖、国际延伸上下功夫。目
前，泰山景区已经逐渐成为国
内国际成人礼仪必选地。

泰山成人礼

迎首个欧美团队

电影《人面桃花》

泰安多处取景

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薛瑞 ) 11日，电影《小城往

事之人面桃花》(暂定名)筹拍
启动座谈会召开。电影是以泰
安旅游文化元素为主线的轻喜
剧，将取景肥城、泰山等景区。
目前电影剧本框架已经完成。

11日下午3点左右，电影摄
制组在肥城召开筹拍座谈会。
该片编剧、导演景永介绍，电影
以“桃都”肥城为主背景，同时
将泰山、东平湖等各景区穿插
其中，融汇全市旅游资源，表达
泰安旅游的“温暖”情怀，诠释
泰安作为一座幸福小城的大
美、大爱。

该影片讲述一对白领艺人

小鲁和念真为了梦想，在大都
市挣扎拼搏，却感到精神空虚，
念真为成功几乎到了疯狂状
态。这时小鲁老师病危，托付小
鲁拿着自己当年没有寄出的情
书，到桃花小城追访当年的情
人，并让他替自己完成未完之
作《人面桃花》。在桃花小城小
鲁丢掉手机、网络，在邻家女孩
给他的灵感中，用情书拯救了
与念真的爱情，也完成了老师
所托。

电影制片人徐兆刚说，一
部电影热播往往能带动当地旅
游业发展，比如《泰囧》效应，所
以他产生了结合泰安文化制作
旅游电影的想法。

作为泰安泰山城市发展
置业有限公司诚意之作，开元
盛世·智园以6层洋房、11层花
园洋房的优质形象成为高铁
新区品质楼盘代表。更凭借超
高的性价比，超齐全的周边配
套在市场上持续受捧。

近日，项目工程的初期工作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项目自开
工以来，以创新求实的态度，组
织各参建单位倒排工作计划，加
班加点赶进度，工地形象日新月
异。短短几天时间，工地周边的
围挡已经安装完毕，一座座楼
宇的地基挖掘工作已近尾声，
深深的地基下一台台的挖掘
机、推土机带着怒吼处理着最
后的土渣。整片工地上，方方
正正的地槽犹如麻将牌一般
整齐的排列在工地上。工地中
犹如变形金刚一样高大威猛的
塔吊拔地而起，推动着整个整个
工程快速搭建。

与此同时，小区自建幼儿
园与英雄山小学已经建设完

毕。开元盛世·智园学校距离
最近、学龄最广、师资最优的
三最学区概念正逐步兑现。从
幼儿园到高中，开元盛世·智
园300米范围内搭建15年教育
平台，住在智园，您的孩子就
已经赢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

10000 智园主题公园百
花齐放，争奇斗艳。昨天新植
的草地，今晨刚开的花，正在
施工的景观喷泉，无时无刻不
在提醒着开元盛世·智园———
高铁央区唯一英式水景豪宅，
是真正建在公园里的家。

(杨思华)

开元盛世·智园高效工程

兑现新区高端品质生活

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路伟) 泰安市气象台12日下

午4点10分，继续发布雷电黄色
预警信号，和寒潮蓝色预警信
号，预计12日傍晚到夜间，全市
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分
地区伴有雷雨或阵雨。同时，过
程降温幅度8℃左右，预计14日
早晨最低气温2℃，有霜冻或轻
霜冻。

12日凌晨，一阵雷声惊醒了
不少熟睡的泰城市民。12日0点

20分，泰安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
色预警信号。白天天气忽晴忽
阴，风力较大。下午3点30分，部
分地区降下小雨，随后变晴。

12日10点20分，泰安市气
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一股较强冷空气光顾泰安，预
计12日白天到13日，全市将出
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分地区
还伴有雷雨或阵雨，风力也较
大，北风4-5级阵风7级。

同时，气温也将明显下降，

过程降温幅度达8℃左右。预计
最低气温出现在14日早晨，为
2℃左右，并且还有霜冻或轻霜
冻。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预报为，
12日夜间到13日，阴有雷雨或阵
雨转多云，北风4-5级阵风7级，
最低气温4℃左右，有轻霜冻。14
日，晴到少云，北风转南风3-4
级，最低气温2℃左右，有霜冻或
轻霜冻。15日，晴间多云，南风4-
5级，最低气温7℃左右。

雷雷电电寒寒潮潮结结伴伴来来
明明日日最最低低温温只只有有22℃℃

村里少年敲锣打鼓带着游客前往采摘园。 本报记者 薛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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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4月12日讯(记者
侯峰) 12日，泰安市全民健

身运动会足球赛开赛，26支球
队1000多人参赛，成为泰安有
史以来最大的足球比赛。未来
泰山区将推动民间足球队俱乐
部制度，并形成固定联赛体制。

12日上午，泰安市第二十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五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足球首场比赛，
在泰安六中新校开踢。据了解，
本次比赛共吸引了全市26支草
根球队参加，约有1000人报名
参赛。比赛实行杯赛制，第一阶
段分为6个小组实行单循环小
组赛，每个小组前两名进入第
二阶段淘汰赛。决赛将于5月31
日在新六中体育场举行。

“比赛最大特点就是全部
都是草根球队，大家来自各行
各业。”泰山区足协执行秘书长
安壮说，本次比赛由今年刚成
立的泰山区足协承办，协会是
由泰山区足球爱好支持者组成
的民间组织。

“这是全民健身运动会首
次举行足球赛，也是迄今为止，
泰安市参与人数最多的足球比
赛。”泰山区体育局鲍德心说，
赛事实行市场招商，不仅比赛
有广告冠名商，每支球队基本
也拉到赞助商。

安壮介绍，泰山区足协将
在下半年推出自己的联赛，吸
引更多市民参与，也在推动草

根球队向俱乐部转变，有长期
赞助商，建立青训体系，长期参
加足球比赛。“有的足球场租赁
一天需要1000元，现在协会才
刚成立，没有任何拨款，赞助也
比较难找。”

中标图文足球队领队孟涛
说，球队发展了五年，至今仍面
临没有场地的窘境，包括一些
对外开放的高校。

2266支支““草草根根””足足球球队队
绿绿茵茵场场上上赛赛能能耐耐

球员在禁区内争抢。 通讯员 陈广辉 郭振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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