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六一一节节，，好好玩玩的的都都在在这这儿儿啦啦

除了动感刺激的
游乐项目，可供广大
游客选取的目的地还
有很多很多。六一儿
童节，清凉和舒心的
出游体验越来越被广
大游客所看重，人们
对水寄予了越来越多
的情愫。喜欢亲水嬉
水的孩子们，可以到
这些地儿瞧瞧。

六一儿童节就要
到了，您将为孩子准
备一份怎样的节日礼
物 呢 ？ 疯 玩 是 必 须
的，节日期间，不妨
带孩子到下面这些知
名 的 主 题 乐 园 逛 一
逛，感受这些大型项
目 带 来 的 刺 激 与 狂
欢，让这个节日变得
有“滋”有味儿。

60元畅游太阳部落

五一期间，太阳部落景区重
磅打造的嬉水文化项目——— 水龙
王(超级版激流勇进)正式开放，
为广大游客带来了无比刺激的旅
游体验。为迎接“六一”和“端
午”双节到来，太阳部落将于6

月1日至28日期间推出“60元泰
安太阳部落大联欢”，活动期间
不限地区，所有1 . 2米以上儿童
及成人散客门票价格享受60元/
人。

同时，除去景区正常的游乐
项目开放外，泰安太阳部落还将
增加丰富多彩的歌舞及民间艺术
表演。期间，游客不仅能体验到

水龙王的刺激，更能欣赏到一系
列亲子、原始的民俗项目。

太阳部落自2013年开业至
今，凭借独特的市场定位、丰
富 多 样 的 高 科 技 互 动 娱 乐 项
目、优质的服务不断刷新着省
内新开业景区门票收入和游客
接待量的新纪录，成为最受游
客喜欢的主题公园之一。据了
解，为进一步丰富景区项目，
自2014年太阳部落开始二期项
目的建设，除了已开放的穿越
性 文 化 体 验 项 目 — —— 文 明 之
光、百鸟园，国内唯一龙形嬉
水文化项目——— 水龙王激流勇
进之外，地心历险(全国唯一模
拟影视跳楼机 )、蟒猿大战 (全
国首家“双曲幕”轨道影院)也
将于暑期陆续开业。二期新项
目的体量、文化性和刺激性比
一期项目有很大的提升，相当
于再造一个新的太阳部落。

到欧乐堡领“三重豪礼”

为欢庆六一，泉城欧乐堡梦
幻世界、泉城海洋极地世界、泉城
欧乐堡温泉酒店携手为广大游客
朋友准备了“三重豪礼”。据了解，

5月30日至6月1日，欧乐堡为61个
幸运家庭送出999元两天一夜豪
华缤纷家庭游套餐，套餐包括泉
城欧乐堡梦幻世界成人票两张
(限单次使用)、泉城海洋极地世
界成人票两张(限单次使用)、欧
乐堡温泉酒店双人标间一晚(含

双早)、雨林温泉门票两张。1 . 4
米以下儿童可免费畅游欧乐堡梦
幻世界及海洋世界、温泉，免费
畅游梦幻世界和海洋世界(每位
儿童需两位购全票家长陪同游
览)。第三重豪礼更为诱人，即
日至6月30日入住泉城欧乐堡温
泉酒店可享门市价半价优惠，每
个房间可获赠雨林温泉门票一张
及80元现金抵用券，提供免费自
助早餐。

泉城极地海洋世界集观赏
性、趣味性、知识性于一体，将
带小朋友们进入一个神秘绚烂的
海洋世界，海洋剧场的白鲸表
演、海狮表演、人豚共舞、海象
技能大PK，白鲸骑士等令人大
饱眼福；激情欧乐堡，奇幻梦世
界，在欧乐堡梦幻世界，广大家
长和小朋友们则可以体验包括蓝
火过山车、摩托过山车、悬挂过
山车、飞行影院、高空飞翔、超
级大摆锤、峡谷漂流、云端冲刺
等刺激项目。

济南方特“两大免一小”

5月30日—6月1日期间，济
南方特东方神画景区推出了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游戏项目，无论男
女老少，无论休闲、游乐，还是品
美食、购物，统统都能满足你。

六一期间，济南方特东方神
画的一众卡通明星们在光头强和
熊大、熊二的带领下，将表演精
心准备的人偶走秀，届时园区内
还将引入大批cosplay人物表演，
身穿薄纱行走在传统手工艺林立
的《非遗小镇》与穿越而来的古

装人物来一次亲密对话，光怪离
奇的故事一定会给孩子们留下深
刻印象。景区《熊记汉堡》隆重
推出红领巾专属订制套餐。游客
可在熊出没舞台区报名，登台演
唱少先队队歌，能够完整唱出一
段少先队队歌的游客 (不限年
龄)，可免费获得熊记汉堡红领
巾套餐一份。

此外，景区还将推出真人大
富翁、方特小画家、心灵手巧大
赛等精彩项目。《节庆广场》将
举办真人大富翁夺宝活动，活动
中小朋友从起点开始，投掷筛
子，根据相应筛子数字行走相应

格数，过关斩将赢取神秘大奖。
届时游客还可凭《欢宴坊》或
《熊记汉堡》就餐小票参与现场
扫码活动；在《九州神韵》举办
方特小画家比赛，亲子可一同参
与小画家活动，完成绘画的游客
可获赠精美礼品一份，主持人将
现场选出前三名作品，向作者颁
发济南方特小画家荣誉证书。

据了解，济南方特东方神画
为迎接六一儿童节，还特别推出
了“两大免一小”(两名购买成人
票的游客可携带一名1 . 5m以下
儿童免票入园)的优惠票价政策。

(杜家)

“山谷迪士尼”里精彩多

六一儿童节将至，享有“山
谷迪士尼”美誉的金象山乐园将
为广大小朋友们准备一场狂欢之
旅。为让小朋友们在节日里能有
一段快乐美好的回忆，园区工作
人员为小朋友们精心准备了许多
精彩的活动和表演。在水上乐
园，金象山可爱的吉祥物们驾着
小舟，载着可爱的小朋友在水上
自由的飞驰；在欢乐谷里，小朋
友四渡赤水，撒下一路的欢歌和
笑语。最激动人心的还要数乐园
里的大型电动项目，疯狂骑士、

神舟冲浪、双人飞行、迪斯科大
转盘、鲨鱼岛等项目传来孩子们
的阵阵尖叫声。

六一卡通全明星——— 加菲
猫、维尼熊、功夫熊猫、愤怒的
小鸟……总有一款适合您。在金
象山乐园欢乐谷，有一个大熊猫
惦着大肚子拿着翠绿的竹子带着
草帽和一个蓝色的小人登上了星
级巴士，他们要去哪里？迪斯科
大转盘里小孩子们和几个小矮人
抖成一团，欢笑声和嬉闹声连成
一片，好不热闹。在金象山乐
园，孩子和家长们感受到的不仅
是浓浓的欢乐气氛，更是回家一
般的温暖感受。为切实做好六一

儿童节旅游接待，景区服务人员
进一步加强了对员工队伍的优质
服务培训，深入开展“百问百答”
系统集训，对广大游客的问题给
予热情解答，以专业的服务为游
客提供有效帮助；同时，“微笑服
务”、“细微服务”等提升服务质量
的活动也同步展开。

九如峡谷仙人境

九如山瀑布群风景区是
一片清凉天地，这里海拔高，
峡谷深，瀑布多，山泉凉，植被
密，气温低。六一期间，广大游
客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深潭里
荡舟，在泉水里嬉戏，在瀑布
旁穿梭，沿10公里木栈道在山
涧迂回攀援，进入原始大山深
处，感受山、瀑、溪、泉、潭的清
凉。

作为夏季清凉避暑、颐养
休闲的绝佳去处的九如山，溪

泉潭瀑触手可及，阵阵清凉沁
人心脾，四大游览区域风格迥
异。特别值得推荐的是九如峡
谷游览区域，就像台带制氧功
能的大型空调，当您在溪流
旁、藤林中、飞瀑下呼吸负氧
离子含量极高的空气时，那惬
意的清凉，让您浑身舒泰，神
清气爽。幽深的峡谷、湍急的
溪流、喷涌的山泉、齐飞的群
瀑、缠绕的藤林遮天蔽日，形
成了北方罕见的丛林峡谷奇
观，仿佛恍如隔世的原始胜
境，有“不游峡谷，枉来九如”
之说。

智圣汤泉感海浪

你想体验海滨度假的独
特感受吗？六一不用去海边，
沂南的智圣汤泉度假村就能
让您玩得不亦乐乎。智圣汤泉
的沸波池海是山东省内最大
的温泉人工造浪池，在这里

“无风也起浪”，景区利用高气
压推动水流，使之产生海浪一
样的壮观场面，最大浪高可达
1 . 5米。池海旁边设置躺椅、
太阳伞，使您在感受海水般巨
大冲击力同时，也可体验到在
海滨度假的别样惬意。

池海和假山相偎相依，浑

然一体。既有南方河川之秀
美，又有北方山岳之挺拔。仁
者乐山，智者乐水，在这里每
一位游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
所中所爱。此外，这里的室内
温泉、露天温泉、汤屋、茅庐、
水上乐园以及转运池、九如池
等60多种汤泉将给您一站式
时尚体验：亲水好动的孩子
们，七彩池是个不错的选择，
七彩池配以安全、新鲜、刺激
的水上娱乐设备，既锻炼孩子
们的胆量，又能提升智慧；滑
梯落水池，高10米，长70米的
滑梯，从上至下体验飞一般的
感觉只需7秒，有惊无险，刺激
无比。

入地漂流览奇观

六一出游，喜欢嬉水漂流
的家长和孩子们，可以到泰山
地下大裂谷，体验4000余米的
暗河漂流，这可是迄今为止亚
洲最长的地下河漂流，您可与
朋友一道，或与孩子同漂，水道
蜿蜒曲折，伴随着变化莫测的
灯光，劲感十足的音乐，整段航
程将达到18分钟以上，让您尽
情感受其中的经验与刺激。

泰山地下大裂谷，是泰山
和徂徕山两座山脉的断裂带，
洞内石花遍开，石笋丛生，奇
诡而幽邃、凝固而又宏伟壮
丽，犹如进到了一个色彩斑
斓、扑朔迷离的世界。来到泰
山大裂谷，除了感受激情漂
流，看溶洞奇观，您还可以到
放飞岛，这里是迄今国内最大
的鸟类放飞表演园，有白天
鹅、灰天鹅、丹顶鹤等6000多
只，让您近距离的观赏这些小
精灵曼妙、优美的舞姿。

B0033玩周刊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四 编辑：王菁琳 美编：刘寒梅 <<<<


	B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