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拇拇指指那那么么大大的的桑桑葚葚，，你你不不去去尝尝尝尝？？
这个周末，冷胖带你爬磁山，吃桑葚

专刊记者 史大玮

上周末，冷胖带领读者们吃
到了树龄200多年樱桃树结出的
海阳小樱桃，参与者都表示意犹
未尽。冷胖怎能辜负大家的期待
呢？这周末，就带大家去蓬莱木
兰沟品尝、采摘拇指那么大的绿
色无污染的桑葚，顺便爬磁山，
是不是很期待？

摘桑葚？大家伙肯定很诧异，
前段时间不是都吃过了吗？采摘
园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
大家吃的桑葚是“蚕桑”，基本都
是外地的桑果。因为桑葚不耐运
输、不耐储藏，所以果农要提前一
天摘下来，然后经过大贩儿、小贩
儿倒手，到了我们手里，桑葚都快
要腐烂了，不是很新鲜。

而刘先生家的桑葚是“果
桑”，品种的名字叫“无籽大十”，
是一种新的杂交品种，非转基
因，从2011年栽树到现在，未喷任
何杀虫剂、催熟剂等。这种品种
的果桑口感很好，而且个头接近
拇指那么大。

一个美好的周末，除了吃，当
然还有玩了。冷胖为大家安排了
爬磁山活动。去领略磁山秀丽的
自然风光，看星石、瀑布、竹林，逛
仙人洞……中午席地而坐，一家
人一起享用自备午餐，远离城市
喧嚣，享受静好的周末时光。

自驾去莱山
摘樱桃喽

专刊记者 史大玮

本周末冷胖组织的活动多多，
除了摘桑葚，还可以去莱山区摘大
樱桃哦。

感受着阳光和泥土的芬芳，吃
一粒刚摘下的樱桃，整颗心都要甜
化了。本周我们要去的樱桃基地种
植的是有机大樱桃，纯天然、无污
染、无农药的好樱桃你怎能错过？
体验采摘的乐趣，边吃边玩，带孩
子来体验一下乡村的田园生活吧！

本周六，即5月30日上午，爱游
俱乐部带领大家前往莱山区解甲
庄街道，原价48元/人,现仅需35元/

人，身高低于1米的儿童免费，樱桃
要带走，以15元/斤计算。
集合地点：①烟台规划展览馆门前

（金沟寨立交桥附近）；②佳世客东
停车场
报名热线：13406502888

芭芭比比驾驾到到鲸鲸鲨鲨馆馆，，陪陪小小朋朋友友过过““六六一一””
给孩子最好的“六一”礼物，圆芭比公主梦

通讯员 李锋 管昱超

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打算送孩子什么礼物？带孩子到
鲸鲨馆吧！“不老女神”芭比公主
驾到鲸鲨馆，邂逅“海洋王者”鲸
鲨，神秘现身“天幕影院”……一
起走进芭比公主的童话世界！

打造星光璀璨的时尚真人芭比

相信很多女孩曾幻想自己
成为一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芭比公主。儿童节期间，鲸鲨馆
内新增芭比公主摄影区，时尚的
芭比公主裙，专业的摄影师、化
妆师，让你做一回时尚芭比！

芭比巡游、少儿快闪

沉醉舞蹈的海洋

小朋友们见过真人版的芭
比娃娃吗？儿童节期间，芭比
cosplay齐聚“欢乐海岸”游乐场，
你可以和她们一起热舞、合影！
鲸鲨馆中还会上演少儿魔力舞
蹈快闪，舞艺精湛的小舞者们从
鲸鲨馆的各个展区迅速地向鲸
鲨展池会集，在全亚洲最大的单
体亚克力水族箱前，与“海洋王
者”鲸鲨以及燕鳐、鲎头鳐等30多
种、3000多尾珍稀鱼类共同起舞！

芭比换装、涂鸦，做时尚设计师

想 为 自 己 的 芭 比 娃 娃 换
身 行 头 吗 ？在 芭 比 娃 娃 换 装
区，在专业裁缝的带领下，小
朋友们可以发挥想象，尽情地
进行时装剪裁与创意组合。在
芭比娃娃涂鸦区，你可以拿起
画笔画出心中的芭比女神！5

月3 1日上午，“儿童跳蚤市场”
也将于渔人码头开市，图书、
玩具、零食……数不清的物品
仍你挑。

为最美芭比&最帅骑士点赞

赢取iPad mini！

5月30日、31日，“第四届鲸鲨
宝贝才艺大赛”海选即将拉开战

幕！年龄在3-12周岁，拥有唱歌、
武术、书法、舞蹈、乐器等方面才
艺的小朋友将通过才艺比拼，实
现破茧成蝶的完美蜕变，角逐

“梦想之旅”“时尚之旅”等终极
大奖！

5月31日前，鲸鲨馆微信平
台推出“为最美芭比&最帅骑士
点赞”活动，已成功报名鲸鲨宝
贝才艺大赛的家长可以发动亲
友团为小选手们投票助威啦！
活动结束后，得票数最多的前
三名选手将获得“人气大奖”，
iP ad min i、鲸鲨馆门票等你来
拿！快为你支持的宝贝儿投上
一票吧！

海峡国旅倾情打造非凡旅程（系列33）

日日本本游游火火爆爆来来袭袭，，最最后后一一拨拨低低价价狂狂潮潮
——— 海峡国旅邀您搭乘最后一班特价列车玩转日本

日本东京、大阪、京都、
富士山6日游，6月20日、25日，
惊喜价！

日本，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相
辉映的国家，繁华与灿烂中透着
一丝古老的沧桑，散发出雍容与
优雅。干净整洁、文明有礼、历史
传承、精细主义，这就是日本给
大家的直观印象。当你脚踏她的
土地、呼吸她的空气，你会更加
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切。
*中国东方航空直飞，2件行李免
费托运，满足您的购物需求！
*日式烤肉、特色鳗鱼饭、博多豚
骨拉面，真正体验日式料理的精
致！
*大阪心斋桥、东京银座、奥特莱
斯，自由购物，惊人折扣，在这里
给全家买个遍！
*烟台起止，从家门口开始，放
心，安心，舒心。

给中考、高考的学生们一个
特别的毕业礼物。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为孩子开启新的心灵旅
程！

炫动韩国，惊喜特惠

◎韩国首尔双船5日游，超值特
价：1000元/人
团期：6月3日、8日、10日
◎韩国首尔济州岛双船双飞6日
游，特价：1980元/人
团期：6月12日、19日
◎韩国首尔双飞四日游，超值特
价：1450元/人
团期：6月4日、8日、11日
◎韩国首尔济州岛四飞五日游，
超值特价：2380元/人
团期：6月9日、12日
▲韩国首尔3-30天自由行，两人
成行，多个航班、市区酒店自由
选择，任意搭配。另包含个人旅
游签证、机场接机服务。

▲日本大阪+京都+奈良3-15日
自由行，两人成行，每周二、四、
六发，包含烟台-大阪往返国际

段机票、个人旅游签证、2晚经济
型酒店住宿。
●千名老人下江南，特价1700元
/人，6月3日、10日
●成都、九寨、黄龙、都江堰熊猫
基地、街子古镇双飞6日游，6月12

日，2790元/人
●时尚寻踪——— 成都、九寨、黄
龙、峨眉金顶、乐山大佛双飞7日
游，6月8日，2990元/人
●醉美夕阳红——— 成都、九寨、
乐山卧佛、峨眉、都江堰双卧11日
游，独立成团，含全陪，含接送，6

月11日，2690元/人
60-69周岁立减220元，70周

岁以上立减500元
●臻品美食——— 九寨沟、黄龙、
乐山大佛、峨眉山、都江堰、街子
古镇、川盘藏乡
●茂县中国古羌城双飞8日游，6

月10日，3190元/人
●超值美食曼谷、芭提雅升级五
晚六日，特价：2880元/人

抢位热线：6262230，5月31

日、6月10日、22日，前三位报名者
立减100元！

行程特色：全程无夜航，一
本护照玩转泰王国！

吐血赠送800元套餐：金三角
风情园、奢华水果大餐、黄金屋、
太平洋观景台、东方公主号美味
自助、kingpower国际自助饕餮盛
宴、全程泰式五星住宿、完美双
岛行程。
●精品2+1港澳双飞五日游，特
价：1280元/人

香港三晚澳门一晚，保证全
程入住四星酒店，香港一天自由
活动
●台湾优质美食环岛8日游，特
价：3180元/人
7月3日、5日、6日、7

日 、8 日 ，烟 台 直
飞，无购物压力

品质全面升级,全程四花、特别赠
送2晚五花酒店一晚温泉酒店。
环山路：6215220 6215070

文化宫：6600138 6600159

四马路：6219566

开发区黄河路：6105771
6105772

润 利 大 厦 ：6 8 9 0 3 6 6
6893088

鹿鸣门市：18561105080

南大街：6249918 13964555965

福 山 门 市 ：2 1 3 5 9 8 8
13356988379

第一大道：6 2 6 2 2 5 5
6262200（总部）

地址：芝罘区西
盛街28号第一
大道502室

冷胖君，今日烟台资深
吃货，这从昵称到冷胖的身
材都可以看出。冷胖对烟台
的好吃的、好玩的可是了如
指掌，吃什么蛤要去什么
湾，吃什么水果要去哪个旮
旯，他都知道。以后的每个
周末，冷胖都会带给大家不
一样的惊喜。快来关注《冷
胖带你玩》吧！

鲸鲨馆内设芭比换装区。

本次活动注意事项

行程安排：
上午爬磁山，中午在山上

自行野炊，下午前往新农村木
兰沟采摘桑葚，下午三点返回
市里。
集合时间：

本周六、日（即30、31日）
①早8：00在金沟寨烟台

规划展览馆门口集合；
②早8：40在开发区管委

集合。

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就
近选择其中一个集合地。
冷胖优惠价：

成人68元/人;
1 . 5m以下儿童58元/人。

报名热线：13406502888

也可微信联系冷胖报名。
冷胖提醒：

近期阳光很好，大家注意
防晒。桑葚上市就一个月，错
过又要等一年！

桑葚有拇指般大小哦。

磁山风光秀丽。

冷胖微信二维码

鲸鲨馆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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