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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山东首部

旅游微电影出炉啦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万兵
实习生 刘成溪） 8月11日，

由济南市旅游局与长城梅地亚集
团倾力打造的济南首部旅游3D

电影《两个人的鹊华秋色》新鲜出
炉啦！这里面有爱情更有美景，用
一段感人的故事展现出了泉城的
绝色风貌。

《两个人的鹊华秋色》围绕现
在与过往的碰撞，讲述爱情故事
的缘愿相续。20世纪40年代的大
家闺秀蔚然是位摄影爱好者，与
美术系学生何青山是一对感情炙
热的情侣，由于时局的突变，两人
被无情拆散。多年过去，蔚然的孙
子林向泉拿着奶奶的照片回到家
乡，对照照片游览了济南的著名
景点，重走了奶奶的情感历程，寻
找到奶奶对故乡的思念根源。林
向泉在帮奶奶寻找的过程中和何
青山的孙女相识并相知相恋，收
获了一份美好的爱情。

据了解，这是山东省首部旅
游3D电影。影片中展现了济南的
风景名胜：泉城广场、大明湖（明
湖居）、趵突泉、黑虎泉、解放阁、
曲水亭街、芙蓉街、千佛山、灵岩
寺、大明湖西南门老图书馆等，每
一个镜头都自成一幅美景。

制片方长城梅地亚集团董事
长王百忠详细解释了本片的定
位。所谓济南旅游3D微电影，“旅
游”是拉动G D P 的重要产业。

“3D”——— 山东省首部立体微电
影；“微”——— 短小精悍，投资节
俭 ，全 片 时 常 约 2 0 分 钟 ；“ 电
影”——— 以爱情故事展现城市风
貌，情节起承转合。

《两个人的鹊华秋色》将在全
国各旅游城市的3D院线推出，并
在央视3D频道播出宣传。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张健
通讯员 刘敏 姚福杰） 近

日，济阳县国税局在办公楼二楼
纳税人学堂，举办第一期新办纳
税人培训，70余户新办纳税人的
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参加。

此次培训活动，主要包括纳
税人权利与义务、后期涉税事项
办理流程、优惠事项简要介绍
等，通过培训，使其深入了解了
一般纳税人登记、增值税及所得
税纳税申报、税款缴纳、优惠事
项备案等业务的办理流程。

同时将管理分局、办税服务
厅以及服务公司咨询电话和QQ

群予以告知，方便纳税人咨询。
并在现场对纳税人提出的疑问
进行解答，共计接受11户次纳税
人咨询，涉及问题16项。

济阳县国税局

纳税人学堂成功举办

高山动物平原产，动物园新诞俩萌宠

小小羊羊驼驼恋恋妈妈妈妈
小小牦牦牛牛挺挺独独立立

第一只出生在

济南动物园的小羊驼

11日上午，在小羊驼馆
里，刚出生的小羊驼特别显
眼，雪白色的毛十分靓丽，而
且模样也俊俏，两只眼睛闪闪
发光，真是不愧呆萌神宠的称
谓。7月29日刚刚出生的它，还
十分害羞和恋妈妈，始终紧贴
在妈妈身边，寸步不离。小羊
驼妈妈奔跑时，它也像模像样
地跟着跑跳起来，十分欢脱，
时不时地还跟着妈妈啃地面
的小草。

别看他到11号才14天，生
长得却不小，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小家伙刚生下来时不过5
斤沉，现在已经长到了15斤左
右。小羊驼虽然是草食动物，
但是生下来半年多，得一直靠
母乳哺养。

小羊驼的出生让动物园
的工作人员惊喜不少。据饲养
员介绍，此次小羊驼的出生并
不是动物园的“计划生产”，而
是父母自由恋爱的惊喜。由于
是初次生产，羊驼妈妈没有任
何带仔经验，在动物园工作人
员的帮助下，才让小宝宝顺利
吃上了初乳。

济南动物园的工作人员
介绍，目前园内有五母四公九
只小羊驼，“这批小羊驼2013
年5月1日来到济南动物园，它
们属于苏利小羊驼，在秘鲁、
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家奉为国
宝，属于珍稀物种。经过两年
的环境适应，这是小羊驼首次
繁殖成功，生下自己的宝宝。”

这是第一只出生在济南
动物园的小羊驼，小羊驼一般
生活在高达3650-4800米的地
方，此次能在平原地区产仔确
实不易。“怀这一胎得十一个
半月呢！”

白妈生黑宝

小牦牛只有吃奶才撒娇

就在小羊驼刚刚出生的
第二天，济南动物园又迎来惊
喜——— 被誉为“高寒使者”的
牦牛，也生下了自己的宝宝。

牦牛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
最高处的哺乳动物，主要
产于中国青藏高原海拔
3000米以上地区。

刚出生的小牦牛
遗传了爸爸的棕黑色
毛发，但是它的妈妈却
是通体白色的大美人，

“白母生黑子，真有点
黑白配的意思呢！”动物

园游客打趣道。11日，记者
探望小牦牛时，它正在全力

地吸着妈妈的奶，可见饭量真
是不小。

十几天大的小牦牛长得
并不像父亲，还没有长出长长
的毛发和牦牛角的它，顶着红
色的嘴鼻，有点像普通的牛。
但可以看出，小家伙体格很粗
壮，“这小家伙个性十足，只有
吃奶的时候才去向妈妈撒娇，
平时总是自己独立玩耍。”动
物园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性格活泼，牦牛家族
成员都十分喜欢它，没事总会
带小家伙遛弯、寻找妈妈，小
宝宝瞬间晋升为牦牛家族的
闪亮明星。现在小家伙比刚出
生时增加了10斤，活泼可爱的
样子，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
看，并拍照留念。

饲养员介绍，牦牛的妊娠
期为258天，每胎只产一仔。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石
剑芳 见习记者 张阿凤）
盛夏高温，宅在家里太闷，出门
逛街太热，济南人该怎样过周
末？8月15日，张刚大篷车邀您
一起自驾去章丘厚苑生态园，
体验一场啤酒烧烤帐篷音乐节
之旅。据悉，此次帐篷节针对家
庭游、亲子游、户外旅游爱好者
而设，为市民提供帐篷露营、啤
酒烧烤、音乐晚会、赏花游园、
儿童水上乐园、厚苑泳池、8D
影院、真人CS等娱乐项目。

厚苑生态园位于章丘东部
的普集镇，离章丘市区不到10
公里路程，北有济青公路,南邻
309国道，交通便利。园区占地
面积400余亩，种植了200余亩
火红紫薇花，7月紫薇花大面积
盛开,呈鲜红色,俨然一团团火
球，花期可达4月之久。

生态园主办方表示，八月
份，厚苑生态园将以紫薇文化
节为主题,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消夏活动。此次帐篷节即是依

托紫薇文化节，让游客体验在
遍地的紫薇花海间搭起帐篷露
营的浪漫。帐篷节期间，游客可
以到厚苑游泳池尽享清凉，或
带着宝贝到儿童水上乐园，感
受亲子嬉戏的乐趣。

白天游人还可以到8D影
院身临其境感受“风雨雷电”，
或联合几个家庭到真人CS场
地进行一场真人对抗赛。傍晚
炎热散去，帐篷节提供烧烤啤
酒，一家人聚在一起过一把自
己动手烤串的瘾，更有精彩演
出节目让你嗨翻天。

此次厚苑帐篷音乐节旅游
套票200元/家庭（超出3人的，
每位大人80元，儿童40元），包
括泳池、8D影院、水上乐园、音
乐演出等门票，以及烧烤用具
和食材。烧烤包括烧烤炉、木
炭、调味料、羊肉20串、猪肉20
串、韭菜、茄子、土豆片、馒头
片、两瓶啤酒等食材。以上费用
不含帐篷，游客可以自带帐篷，
也可以现场租赁（须另付费）。

吃烤串听音乐，露营花海间

大大篷篷车车邀邀您您自自驾驾畅畅享享帐帐篷篷音音乐乐节节

近日，济南动物园先后喜诞俩萌宠：小羊驼和牦牛。南美洲国家“国宝”苏
利小羊驼和“高寒使者”牦牛，都生活在高山上，能出生在平原地区十分难得。

本报记者 唐园园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唐园
园 通讯员 孙燕） 为了庆祝
中国传统的七夕节，济南跑马岭野
生动物世界第三届帐篷节8月15日
举办七夕节专场。

帐篷节地点御马亭位于跑马
岭野生动物世界猛兽区和非洲区
的交界处。夜晚大家露营于此，可
以好好体验一下闻“狮吼虎啸”，与

“猛兽”毗邻而居的难得经历。
此次活动8月15日下午5点半

入场，6点正式开始。租一顶帐篷
80元，另外享受成人门票特大优
惠：两成人一儿童（1 . 4米以下）入
园，免一成人和一儿童门票，只收
一成人的门票80元入园。

同时，景区还向社会邀请招
募金婚、银婚夫妇各2对，每对老
人可携带2名以内子女免大门票
入园，景区还为老人免费提供帐
篷。15日至16日景区举行摄影比
赛，拍跑马岭美景赢门票的活动，
报名电话：82151278、82840836。

七夕游跑马岭

与“猛兽”毗邻而居

嬉水乐园里的滑梯。

济南
动物园新
诞生的俩
萌宠。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7月2 9日和 3 0日先后
出生的小羊驼和牦牛宝宝
还没有名字，由于出生时
间较短，济南动物园的饲
养员还不能辨别其性别。
如果您想为小羊驼和牦牛
宝宝取名字，可以通过齐
鲁晚报手机客户端（齐鲁
壹点）和齐鲁晚报官方微
博参与活动。

具体参与方式，一是
登录齐鲁壹点手机APP在
相应稿子后面参与即可，
千万别匿名哦，一定要在
登录状态下参与，否则您
中了奖我们找不到您；二
是在齐鲁晚报官方微博留
言。亲情提示，如果写下
取名的原因，会增加被选
中的概率呢！

如果您取的名字最终
被济南动物园采纳，您的家
庭将获得济南动物园珍藏
邮票一套以及作为第一批
游客，首登济南动物园88米
摩天轮的机会；另外，参与
活动的前100名市民可以凭
联系方式获得一次免费游
济南动物园的机会。

相关链接

报名方式：小伙伴们可以微信
扫描张刚“大篷车”二维码报名（或
查找公众号“大篷车”或微信号

“qiludapengche”添加），也可直接拨
打 9 6 7 0 6 1 2 6 报 名 。采 摘 Q Q 群 :
313065810,或472310400。报名时请
留下姓名、人数及联系方式，集合地
点另行通知。

为萌宠取名
赢88米摩天轮首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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