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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商河，醉美温泉。在祖国华诞之际，商河
温泉迎来了第三届济南花卉园艺博览盛会，为让
来自各地的朋友们度过一个美丽而又难忘的假
期，商河温泉特推出超值优惠，让您尽享温泉舒
适，纵览花海美景，感受商河温泉带给您的非凡
体验。

活动时间：2017年9月27日至7日

温泉

成人168元/位/次，儿童118元/位/次。
（赠送38元鱼疗+38元死海漂浮，到店扫二维

码加关注享受立减30元优惠）
注：9月27日至10月7日购买套票，可获赠价值

60元/张的商河温泉花博会专用门票1张。

客房

入住客房享受6 . 5折优惠，享受免费沐浴温泉
一次，二次沐浴享受68元/位。（不包含鱼疗、死海，
每间客房仅限2人）

注：9月27日至10月7日入住客房，6 . 5折入住
可获赠价值60元/张的商河温泉花博会专用门票一
张。

幸运抽奖(10月1日至7日)

活动期间，在店消费金额达1000元顾客，均获
赠抽奖机会一次：

一等奖：1名，赠送价值1588元豪华套房1间；
二等奖：5名，赠送价值918元豪华大床房1间；
三等奖：10名，赠送价值788元豪华标准间1间；
四等奖：50名，赠送价值168元温泉票1张；
五等奖：100名，赠送价值76元鱼疗+死海漂浮

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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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博会”来了

9月27日，第三届中国（济
南）花卉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
花博会）在商河开幕了，活动一
直持续到10月7日，历时11天。
作为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
影响最广的花事盛会，此次花
博会以绿色、生态、科技为主要
特色，以“温泉花乡·生态商河”
为主题，以“生态花博、温泉花
博、文化花博、乡村花博、民俗
花博”为主要特点，倡导花卉与
生态、温泉、家居、文化、休闲相
结合，将花卉产品的观赏性、艺
术性、实用性和趣味性融于一
体。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温泉、鼓子秧歌等

商河特色完美结合

近几年,商河的花卉产业踏上了
“快车道”,发展势头迅猛，已经成为继
青州、滕州之后引领全省现代花卉产
业发展的北部第三极。截至目前,全县
育苗总面积达3 . 3万亩,年生产各类花
卉苗木3000万株,发展花卉园艺企业
近百家,从事花卉苗木产业生产经营
就业人员达到3000余人,实现花卉苗
木年总产值过10亿元,拥有红掌、蝴蝶
兰、水培花卉、多肉植物、花卉盆景、园
艺种苗等主打产品,为打造北方花都、
承办花博会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9月27日上午，本报记者来到本届
花博会主会场山东济南(商河)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看到以园区内1号、2号、4
号三个展馆为主,户外场地为辅,形成
基础展会架构。其中,1号展馆设在花
卉苗木大世界,是本届花博会的主展
馆。进馆映入眼帘的是本届花博会标
志性花坛,主造型为济南市市花荷花，
以突出济南花博会的主题。

往北走是精品花卉市场,作为济
南市各县区参展主展区。自主展区至
锦鲤养殖区安排参展花卉园艺企业展
区,锦鲤养殖区以北依次为兰花展区、
多肉植物展区、盆景展区、园艺资材、
园艺机械展区。

作为本届花博会的“东道主”，展
区内将温泉、鼓子秧歌等商河特色完
美结合。商河展区地面运用大小不一
发光效果的水元素，代表着商河温
泉，地面与顶面的水纹效果通过中
间的祥云柱连接，形成泉水喷涌的
感觉，突出泉城特色，体现出“温泉
花乡·生态商河”的美丽城市名片。
蝴蝶兰、红掌等现代花卉陈列其间，
成了游客争相拍照的“宠儿”。德州
游客王先生说：“刚刚听工作人员介
绍说，这里很多现代花卉是用温泉
水培育的，商河对于地热资源的利
用真是越来越多样，准备一会走的
时候买几盆水培植物回家送给朋
友。”

此外，高新展区以现代城市与园
林元素相结合，南山展区融合了森林、

旅游、民宿等元素，展现南部山区绿树
青山、美丽乡村的休闲旅游胜地……
通过“花卉”将济南市各个县区及高新
区管委会、南山区管委会有代表性的
建筑或产业有机衔接，采取整体统一、
形式不一、相互关联、视觉通透的设计
风格，共同构成一个“繁花似海”的大
济南展区，让游客一览济南花卉产业
的繁荣景象与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新增兰花展
厅、多肉展厅、盆景展厅等3个特色展
厅,带给游客更专业化的体验和极具
特色的视觉享受，尤其是兰花展厅内
的书法展，增添了兰花的“文人”气息。

“这些特色展区是由山东兰花协会、青
岛兰花协会、青州盆景协会、北京多肉
互联等一批有特色、知名度高的参展
单位带来的,大大提升展会的档次和
水平。”花博会的工作人员说。

增设亮点活动

齐鲁民间文化艺术展

在主会场西边的齐鲁民间文化艺
术展活动是本次花博会增设的亮点活
动,经过花博会筹委会与济南市民间
艺术家协会、德州市文联、聊城市民间
艺术家协会等进行多次对接,100家民
俗文化企业参展。而今年主会场活动
在去年鼓子秧歌表演、花卉形象大使
评选、书画摄影展、农产品嘉年华等活
动的基础上,增设了两大新活动:“今
朝缘”集体婚礼和齐鲁民间文化艺术
展。其中,“今朝缘”集体婚礼于10月1
日隆重举行,来自不同街镇的近20对
新人在花博会主会场众多游客的见证
下迈入婚姻的殿堂。另外,今年仍设有
农产品嘉年华展示活动,重点展示展
销济南市及商河县名优农产品、加工
品、工艺品,像玉皇庙豆腐皮、糖酥火
烧等将再次与大家见面。

各个分会场和主题日活动也精彩
纷呈，商河县正将花博会打造成集赏、
商、品、娱、游为一体的大型盛会。商河
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举办本
届花博会，进一步弘扬花卉文化，壮大
花卉产业，引导花卉消费，辐射产业经
济、文化旅游、生态公益等领域，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努力把商河打造成国
家北方花都、山东北部现代花卉产业
发展高地。

花花博博会会天天气气
早早知知道道！！

第三届中国（济南）花卉园
艺博览会将于9月27日至10月7
日在商河举行。本次花博会主
题是“温泉花乡、生态商河”，花
博会期间受冷空气影响，近三
天商河县气温下降明显，提醒
广大市民在赏花期间注意天气
变化，注意添衣保暖。

具体天气如下：
28日晴间多云，北风2～3

级，气温12℃～24℃；
29日晴，北风转南风都是2

～3级，早晨温度较低，最低气
温8℃左右，白天气温回升，最
高气温27℃左右；

30日晴转多云，南风2～3
级，气温略有回升，最高气温
28℃左右；

10月1月～2日阴转多云，
南风2～3级转北风3～4级，气
温下降。 特色园区一：金玉良园

作为此次花博会的分会场，
金玉良园生态园内精彩纷呈。星
光大道“乡情缘星光之夜演唱会”
9月30日晚8时璀璨绽放，星光大
道年度总冠军和季度冠军空降现
场，在家门口听一场高质量高水
平的演唱会。2017年9月27日———
2017年10月7日，

金玉良园内的梦幻灯光节，
为游客献上一场流光溢彩，似真
似幻，极致浪漫唯美的视觉饕餮
盛宴……城市之光，点亮商河，媲
美世界三大灯光节的精彩给您一
场温馨浪漫的光影盛宴。此外，园
区内还有陈元齐书法展及拍卖会
等活动。

最重要的一点，园区内的葡
萄成熟了，有机葡萄采摘，面积
150亩，有香妃、香悦、金优、金手
指、克瑞森、夏黑、红珍珠、红宝石
等10余个品种，葡萄晶莹剔透、甘
醇清香。“吃货们”可以一饱口福！

地点：贾庄镇乡情缘（G2京
沪高速商河收费站西）

特色园区二：秧歌古村

鼓子秧歌作为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来商河不看场原
汁原味的鼓子秧歌岂不是白来！
坐落于孙集袁窦村的秧歌古村,
把鼓子秧歌从起源、发展,到兴盛

的不同阶段原景重现,将千年秧
歌历史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花
博会期间,秧歌古村开门迎客,届
时,游客不仅可以看到原汁原味
的鼓子秧歌,还可以穿越在秧歌
的百年历史中,在古村中看到鼓
子秧歌的演变与传承。

地点：孙集镇袁窦村

特色园区三：

李桂芬梨园

李桂芬的梨又被称为“贡
梨”，据说是给皇帝吃的梨。园内
的梨树有300年以上的树龄了，
能吃到这个“古老”的梨，未免
不是一种缘分。所产贡梨已于
2011年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李
桂芬梨果鲜美，肉脆多汁，酸甜
可口，风味芳香优美。富含糖、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及多
种维生素，对人体健康有重要
作用。具有清肺养肺的作用，多
吃梨的人远比不吃或少吃梨的
人感冒几率要低，所以有科学
家和医师把梨称为“全方位的
健康水果”或“全科医生”。

此外，还可以在梨树下吃
农家饭，炖鹅、炖笨鸡，味道都
不错！其周围还有不少殷巷镇
的名吃，比如说魁王金丝小枣、
映霜红桃……均是不错的去
处。

地点：殷巷镇李桂芬村

特色园区四：

洼李古杏林

洼李古杏林今年要搞事情，举
办了鲁西北全民K歌大赛，500多名
优秀选手一展歌喉。多才多艺的人
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迎接着花博
会的到来，花博会期间，决赛将如
期而至，看看谁能脱颖而出，当选

“歌王”。古杏林是个有故事的地
方，除了听歌，还可以野外宿营、绿
色骑行、采摘等多种娱乐项目。

地点：怀仁镇洼李村

特色园区五：店子张

“画里乡村”店子张是个颜值颇
高的小村，走进店子张村,大街上、
胡同里、家家户户的墙上,几乎都是
3D绘画,全村3D绘画面积超过5000
平方米。动物、童话、动漫、红色文化
和历史典故等不同主题的3D彩绘,
构筑了一个又一个的美丽梦境。尤
其是村西边胡同里新画的海底世
界,是游客的新宠。除了绘画外，有
故事的大槐树，肖华红色纪念馆都
值得一去。此外，花博会期间，会邀
请济南市京剧团举办戏剧戏曲演
出，展现国粹魅力。枣树下已经准备
好打枣工具，旅客可亲身体验打枣
过程。划定沿街的一块区域用于旅
客刨地瓜，在地头准备好工具，游客
也可以现场刨地瓜。

地点：韩庙镇店子张村

1 .鼓乡迷宫

鼓 乡 迷 宫 总 占 地 面 积
3141 . 16平方米,规模宏大,层
层玄机 ,扑朔迷离，据了解是
黄河以北最大的迷宫。鼓乡
迷宫依据八卦阵图布局,并在
汲取商河鼓子秧歌八卦连环
这一阵势基础上建成,整个迷
宫涵盖8个不同的阵型。迷宫
分乾、坤、震、巽、坎、离、艮、
兑八阵 ,虽看似复杂 ,但有阵
势规律可循,循规而行。

地点：商中河西岸滨河湿
地公园内(西关桥以南)

花博会期间开放时间：8:30-
21:00

2 .大型户外镭射灯光秀

四壁投射的千变万化、五彩
缤纷的镭射光，配合上雄浑的交
响乐曲或轻松的热门曲调，有如
临仙境之感，非常有趣。

地点：滨河公园彩虹桥西侧
时间：2017年9月26日至10

月7日

3 .“花之缘”集体婚礼

来自不同街镇的近20对新
人将在10月1日当天，在花博会
主会场众多游客的见证下迈入
婚姻的殿堂，活动旨在青年中宣
传移风易俗、喜事新办的观念，
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风，为
年青一代树立良好的消费观、价
值观。

地点：花博会主会场
时间：2017年10月1日

4 .金秋农产品嘉年华

展会以“生态、精品、安全”
为主题，展示商河县现代农业发
展成果和名优特新农产品。花博
会期间将对我县新评选出的“十
佳品牌农产品”“十佳农产品包
装设计”进行颁奖、展示，游客可
以观赏、品尝，顺便购买商河当
地农产品特产。

地点：花博会主会场
时间：2017年9月27日至10

月7日

5 .齐鲁民间文化艺术展

挖掘与展示齐鲁大地优秀
的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弘扬山
东丰富的民间文化艺术，邀请省
内民间艺术大师展示他们精心
创作的剪纸、陶艺、面塑、泥塑、
雕刻等作品。

地点：花博会主会场
时间：2017年9月27日至10

月7日

6 .北纬37°吴桥国际大

马戏美食游乐嘉年华

本届花博会还有一大亮点
活动，那就是“北纬37°吴桥国
际大马戏美食游乐嘉年华”了。
这个嘉年华可了不得，活动场地
有150余亩，美食一条街、马戏表
演、各种游乐设施等各种吃喝玩
乐陪伴你玩嗨……

地点：北纬37°温泉悠养小镇
时间：2017年9月27日至10

月7日（本报记者 李云云 整
理）

特特色色园园区区，，带带你你来来逛逛逛逛！！
为了全力做好花博会期间旅游接待服务工作，充分展现“温泉花乡·生态商河”品牌形象，前段时间，商河

县开展“旅游园区综合提升百日行动”，各园区结合实际，加快推进园区软硬环境建设，整体环境面貌取得了
较大提升，已经做好花博会期间的接待服务准备工作。您想了解各个园区的特色不？本报记者带你来逛逛！

新奇花海、马戏杂技、美食游乐……

赏赏花花之之外外，，还还能能逛逛点点啥啥

本届花博会除了主会场看花之外，各分会场活动也是精彩纷
呈，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本报记者带您来看看！

““十十一一””，，相相约约商商河河看看花花博博！！
第三届中国（济南）花卉园艺博览会在商河开幕

本报9月27日讯（记者 李
云云 通讯员 刘健） 第三届
中国（济南）花卉园艺博览会将
于2017年9月27日至10月7日在
商河县召开，主场馆位于商河
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确
保此次花博会的顺利召开，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维护安全、畅
通、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
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决定花博会期间
对部分路段限制通行，商河县
发布《关于花博会期间部分路
段限制通行的公告》，请各位市
民和游客出行注意路线变动。

具体公告内容如下：
一、限制通行的时间：2017

年9月27日零时至10月7日24时。
二、限制通行的路段：1 .省

道248线城南路段（北起省道
248线与省道316线交叉路口，
南至省道248线与新兴街交叉
路口），2 .滨河路南段（北起省
道316线，南至新兴街），3 .新湖
街东段（东起省道248线，西至
商西路）。

三、限制通行的车辆：所有
重中型货车、大中型客车、小型
客车等过境车辆。

届时，将只允许参加、参观
花博会的车辆进出限制通行路
段，过境车辆绕行新兴街、商西
路，大货车绕行富民路、滨河
路、银河路、甜辛路、科源街。

花花博博会会期期间间，，这这些些路路段段请请绕绕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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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博会主会场。 刘志海 摄

花博会在商河开幕了！ 刘志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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