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
2016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四

编辑：穆静 美编：马秀霞 旅游休闲【带你游】

林林海海风风涛涛中中徜徜徉徉，，只只去去一一次次怎怎过过瘾瘾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一个高回游率的旅游胜地
文/片 山东理工大学 刘伟洪
整理 本报记者 许亚薇

热爱游览高山大川的人
们，可有一个地方令你一直魂
牵梦绕，吸引你一去再去？在我
和家人的心中就有这么一个地
方，它的名字叫做蒙山国家森
林公园。

【交通】

自驾：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地
处蒙阴县南部，从京沪高速蒙阴
出口下车，右拐过桥即进入蒙阴
县城，左拐 18 公里一路畅通就
到了蒙山脚下。一座巍峨高耸的
金刚门首先映入眼帘，“中国第
一天然氧吧”的欢迎牌子瞬间拉
近了你与大山的距离。

班车：临沂城区乘坐临
沂—蒙阴班车，里程 96 公里，
时长 1 . 2 小时；转乘蒙阴—蒙
山公园班车，里程 20 公里，票
价 6 元即可。

【行程】

拿到蒙山门票，其实你就
拿到了一张清晰的登山导游
图，上面详细地推荐了几条进
山路线，行人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经典线路

最经典的是中线，从登山
坊步行抵达雨王庙，然后经木
栈道前往云蒙山顶。

走在通往雨王庙的路上，
一路石阶小径，山势时陡时缓，
其间经过的景点有云蒙坊、瞻

佛亭、流碧桥、观瀑亭、中国瀑
布等，听听这些名称，你就知道
一路流水潺潺，而且树阴接天
蔽日，有与世隔绝之感。路边间
隔不远就有摆摊的农户自家引
来的山泉，你可以事先准备一
块方帕，且行且驻足清洗，清风
拂面，何其美哉。

这段步行约 1 . 5 至 2 小时
的路途，适宜大众群体，既体验
了登山的乐趣、观赏了美景，又
强度适中不至过分劳累。

行至雨王庙，路径稍宽且
缓，如果时至中午，可以在八角
亭里或路边大石稍事休息，吃
吃午餐。老区人民民风淳朴，食
品背到这么高的地方也不涨
价，一瓶纯净水 2 . 5 元你是不
是感到惊喜又温暖？

爬蒙山有你意想不到的舒
适——— 一路之上配置三星级整
洁的洗手间，绝对令你心情愉
悦！国内好多名山大川的管理

也做不到这点！
接下来的 3999 级的木栈

道会让你在林海风涛中徜徉。
云雾缭绕、曲折蜿蜒。栈道尽
处、云蒙山顶，肆意呐喊、尽情
释怀！这段路也是 2 个小时左
右。

连续的攀登可能令大部分
游客有些许疲乏，所以推荐下
山先坐森林冲锋车至雨王庙，
再从雨王庙坐索道至云蒙坊。
不仅能够不同视角观看到更多
景色，也可以避免膝盖的伤害。
当然，如果体力可以，完全可以
一路步行下来。

缆车观光

对于老人、幼童等需要
照顾的特殊群体，赶时间只
为一览蒙山秀美风景的匆匆
过客，只为观景吸氧不堪攀
登劳乏的休闲人士……则可
以选择乘坐游览车从登山口
至雨王庙，步行木栈道，然后
再一路冲锋车、索道、漂流等
下山的方便路线。

“强驴”路线

对于一部分身强体健、勇
于挑战的驴友级别游客，蒙山
有两条近乎原始小径的南路、
北路为其提供冒险。当然，乐趣
自有不同、风光更为秀美。

你也可以混搭，你完全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心情选择最
合适的路线。同一条路线你即
使选择了几遍也留恋不舍。蒙
山好，不仅好在奇峰耸立、飞瀑
流水，更好在因人而异、因时而
选的多种登山方案，还有那干
净 整 洁 无 可 比 拟 的 卫 生 条
件……

【吃住】

游蒙山，吃住非常方便。从
县城到蒙山的一路上，随时都
有酒店映入眼帘，农家乐可以
提前网约。煎饼、全羊、炒鸡各
色各等供你选择。在路上还可
随时停车采摘苹果、桃子等时
令水果，来了蒙阴才知道，它的
仙桃之乡的盛名名不虚传。如
果想在景区入住，蒙山会馆是
景区的官方酒店，伫立在木栈
道入口不远的地方。

我们两次均入住蒙阴县城
里的蒙山宾馆，它分 A、B 楼，
B 楼只是旧一些，但是很干净，
标间只需百十元，网络预订更
优惠。入住蒙山宾馆，晚上可以
在这个不大但很洁净、淳朴的
小城里逛逛，吃吃居民小区旁
正宗的蒙山炒鸡。小店一鸡两
吃可炒可炖，非常实惠。

一早醒来，可以出城从高
速入口处向东驱车 3 公里到达
孟良崮旅游区，去感受烽火连
天的战争场面；其中的孟良崮
战役纪念碑和纪念馆是山东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长
眠着数位为新中国胜利抛头
颅、洒热血的将军、战士，他们
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

【门票】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属于
5A 级国家森林公园，常规门票
80 元，会员价 40 元。

去年 8 月份共去了两次，
第二次去的时候事先从携程网
上订的学生票和教师票，都是
35 元！

本报青岛11月16日讯(记者
许亚薇) 11月13日，青岛西

海岸新区(黄岛区)旅游局组织
该区近20家景区景点、酒店、餐
饮、旅行社等旅游企业，跨过胶
州湾走进青岛市北区延安路市
民广场，开展西海岸新区旅游
惠民进社区活动。

来自西海岸的森林野生动
物世界、藏马山旅游度假区、西
海岸生态观光园、香博园、琅琊

台、大珠山、珠山国家森林公
园、滨海学院动物标本艺术馆
等20多家旅游企业参加活动，
通过多种方式联合进行推介。

除此之外，青岛西海岸新
区的琅琊台国际旅行社、金凤
凰国际旅行社、中国国旅西海
岸分公司、交运西海岸、交运黄
岛等五家旅行社也走进现场与
市民进行互动咨询，并现场开
展优惠组团报名活动。

青青岛岛西西海海岸岸旅旅游游企企业业组组团团
将将优优惠惠送送到到市市民民家家门门口口

本报临沂 11 月 16 日讯
(记者 许亚薇) 从临沂蒙
山旅游集团获悉，2016 蒙山
柿子节将于 11 月 19 日在原
生态千年古村落蒙山人家景
区(李家石屋村)盛大举行，届
时将开启“柿柿如意”嘉年
华，包含摄秋、亲秋、品秋三
大主题活动。

摄影嘉年华以蒙山人家
的柿子为拍摄资源，结合沂
蒙山区居民淳朴的民风和当
地传统民俗，用镜头集中展
示柿子挂枝头、村民采摘、柿
子成品的制作过程。

“亲秋”活动引导参与柿
子节的游客，在现场观看柿
子晾晒、制作过程的同时，也

可以现场体验柿饼、柿子煎
饼、柿子酒的手工制作。

“品秋”活动邀请游客
走进蒙山人家景区传统的
山货大集，柿子、地瓜、蘑
菇、大萝卜等农副产品应有
尽有，游客在景区游览的同
时，即可品尝到地道的蒙山
特产。

蒙蒙山山柿柿子子节节周周六六开开启启
蒙山人家景区推出三大主题活动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者
许亚薇) 9月初，齐鲁晚报

旅游工作室联合银座旅游集团
共同启动了“我是旅行家”攻略
大赛活动，截至目前已收到不
少读者来稿。活动将于12月底
结束，获得年度大奖的小伙伴，
将获得由银座旅游集团提供的
价值5000元以上的年度大奖。

大赛鼓励参与者发掘山东
旅游新亮点、新玩法，旅行攻略
可以是一日游、二日游，也可以
是多日游，对于攻略适用范围可
以涉及景点、度假区、城市、乡村
等等。都说高手在民间，只要你
觉得有趣好玩，趁旅游淡季，赶
快撰写攻略“晒”给我们吧。

作品格式遵循本报刊发的
【交通】【行程】【吃住】【门票】等
内容，攻略请发送至“我是旅行
家”旅行攻略大晒活动指定邮
箱：lxjglds@163 .com。对于实用
有趣的“牛”攻略，本报将不定
期刊发在《旅游休闲》周刊，同
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老乔游
记”。另外，“银座旅行家会员俱
乐部”官方微信也将对活动进
行跟进，实时发布“牛”攻略。

除了年度大奖，所有符合
条件的攻略，作者均可获得一
张天蒙景区门票；在齐鲁晚报
或“老乔游记”上刊登的优秀攻
略，其作者可免费获享银座佳
驿客房一间。

旅游牛攻略

5000元大奖年底评出

一一张张地地图图掌掌握握百百个个泉泉水水直直饮饮点点
济南旅发委发放泉水直饮点地图，方便游客

本报济南 11 月 16 日讯
(记者 宋磊) 12 日，由济南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

“爱泉护泉·泉水直饮让生活
更美好”主题宣传活动在黑
虎泉景区和宽厚里街区同时
举办。活动现场，济南市旅发
委印制的泉水直饮点地图直
观展现直饮点位置，深受游
客喜爱，成为一大亮点。

据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东至黑虎泉北路，西至
趵突泉北路，南至黑虎泉西
路，北至明湖路泉城路片区
范围内的 100 处免费泉水直
饮点大多数投入使用不久，
市旅发委举办这次主题活动
就是要让更多的市民游客了
解泉水直饮点的分布情况，

更加便捷地品尝到甘甜纯正
的泉水，同时也倡议市民游
客珍惜爱护泉水直饮设施，
使之真正成为泉城旅游的一
张靓丽名片。

活动现场，市旅发委印
制的泉水直饮点地图深受广
大市民游客的喜爱，成为一
大亮点。蓝绿相间、画风自然
的手绘版纸质泉水直饮点地
图上正面详细标注了泉城路
片区 100 个泉水直饮点，背面
介绍了相关的泉水文化和资
源介绍，让泉城市民和广大
游客一图在手，便可畅游老
城泉水景观，并能随时品鉴
济南甘甜的泉水。

据济南市旅发委市场开
发处处长刘荣耀介绍，为方

便市民游客，今后地图将陆
续在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和
明府城等主要泉水景区和
特色酒店免费发放，并将在
济南旅游公共服务网上制
作泉水直饮点电子地图，方
便市民游客查阅。新制作的
各语种旅游宣传资料中也
将植入泉水直饮点元素，让
泉水直饮成为济南体验式
旅游的新亮点。

据了解，泉水直饮点将
济南传统文化特色和和谐共
赢的现代人文风格相融合，
所提供的直饮泉水口感舒爽
甘甜，保留了泉水的“原汁原
味”，经水质监测权威部门检
测，各项指标优于国家直饮
水标准。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者
宋磊) 14日，第二届济南市

旅游饭店行业服务技能大赛开
幕。全市18家参赛单位139名选
手进行了餐厅服务、客房服务、
调酒师、中式烹调、中式面点5
个职业工种的比拼。

此次技能大赛首次增加了
烹饪专业比赛。在14日的行业
技能比赛中，主要涵盖了中餐
摆台、西餐摆台、鸡尾酒、中式

铺床等项目。比赛打分十分严
格，完全采取国赛标准进行评
判。获得各单项第一名的选手，
将由大赛组委会推荐申报“济南
市五一劳动奖章”称号，女选手
推荐申报“济南市巾帼建功标
兵”；年龄在35岁以下的选手推
荐申报“济南市青年岗位操作能
手”称号。对获得各单项二、三等
奖选手，授予“济南市旅游饭店
行业技术标兵”称号。

旅旅游游饭饭店店行行业业““大大比比武武””
旅游饭店行业服务技能大赛开幕

清清新新福福建建、、绿绿色色宁宁德德待待客客来来
“清新福建 绿色宁德”旅

游推介会于11月10日在济南举
行。本次推介会由福建宁德市
旅游局主办，组织宁德旅游局
负责人、4A级以上景区负责
人、重点旅行社负责人等近百
人走进济南，推广宁德旅游资
源。

宁德俗称闽东，位于福建省
东北部，北接温州，南连福州，
西靠武夷山，东望台湾岛。宁德
旅游集“山海川岛湖林洞”于一
体，境内宁德世界地质公园，包
含丰富的花岗岩山岳地貌、火
山岩山岳地貌、河床侵蚀地貌
和海蚀地貌等。 (贾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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