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辑

曹
萌
萌

美
编

姚
会
英

2019

年1

月31

日

星
期
四

A04

逛庙会 品美食 看马戏 享游乐

正月初一
城南庙会欢乐开幕

作为好客山东贺年会系
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
东营城南庙会将于正月初一
至十五(2月5日——— 19日)在六
户镇政府驻地举行，一场充溢
传统年味的春节文化盛宴即
将拉开帷幕。

今年庙会地址选在六户
镇政府驻地巫山路，总长500
多米，从大年初一开幕一直延
续到正月十五，比去年时间增
加了一倍，给更多市民留足了
逛庙会的时间。2019城南庙会
主要包括文艺展演、特色美
食、马戏杂技、民俗展演、游戏
游乐、精品特产、展览展示等
七方面内容。通过市场招商，
招募全国各地特色美食小吃、

饮品、食品等60余家，邀请30
余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美
食汇和部分进口商品免税店
进驻庙会，还有充气城堡、蹦
床、碰碰车等高端游乐设施，
为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市民
带来更多的消费选择。

另外，组委会从杂技之乡
吴桥邀请了国营杂技马戏团，
每天为市民送上精彩的演出。
同时，东营区文旅局还安排了
各镇街的秧歌、腰鼓、高跷等
民俗文艺展演、传统婚俗展
演、庄户剧团展演等演出，组
织开展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
展、科普展等大型展览展示活
动，全力打造文化庙会，满足
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七届林海新春祈福

庙会免门票

第七届林海新春祈福庙
会，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红火
火迎新年。正月初一至十六，
赏民俗、看演出、品美食、玩
穿越，来林海生态博览园过
大年。林海新春祈福庙会将
用万只红灯笼装点，其中最
具特色的当属网红路灯笼天
幕。花灯展示，百福图、年年
有余、十二生肖等精彩花灯
展示，大场景打造带你领略
不一样的“庙会”文化。庙会
上还有民俗表演，游乐项目
全面升级，新上海盗船、蹦
床、双人飞天、疯狂迪斯科等
设施，充分满足您的猎奇心
理。恐龙展示，全新声光电恐
龙展，带你穿越侏罗纪。

逛庙会，怎么能少得了
美食呢？烤肉、榴莲酥、桂花
糕、蟹粉小笼、烤鱿鱼，臭豆
腐、冰糖葫芦，林海庙会集最
齐全的年味美食，还有最正
宗的江南风味小吃，带你欢
乐过大年。

新年祈福是庙会必不可

少的影响，宁国寺烧香、祈福
许愿，祈求在新的一年中除烦
恼、求平安、愿吉祥、祈健康。

另外，更有网红爆款场景
等你来揭秘。

过年逛庙会，新年祈鸿
福，当然要正宗、要热闹、要喜
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六，来
林海，过正宗中国年，还有更
多惊喜在等你发掘，一起来
High！

交通线路：
1、寿光市汽车站乘109路

公交车直达景区西门
2、青银高速(G20)-寿光口

下-沿羊临路北行约35公里-
营里镇-左转沿新海路(320省
道)行驶10公里到达景区东门

3、荣乌高速(G18)-寿光西
卧铺口-沿S226向北7公里到
达景区西门

导航搜索：寿光林海生态
博览园

咨询以及招商热线：
0536-5561508 5561868

经过多年的发展，潍坊
金宝乐园形成了既关联又自
成一体的七大游览区，分别
是：潍坊动物园、情缘园、潍
坊防震减灾科普馆、金泉寺、
综合参与娱乐区、天然氧吧
休闲区、儿童乐园。

今年冬季为了丰富园区
内涵，让游客充分享受到冬
季玩雪的乐趣，金宝乐园倾
力打造了嬉雪乐园，成为冬
季必玩项目，受到孩子们的
广泛欢迎。

嬉雪乐园位于金宝乐园
的北部区域，采取人工造雪，
有滑道、雪地娱乐场组成，完
全为少年儿童量身打造，无
高危的成人滑雪项目，是一
处特别适合儿童玩雪、嬉雪
的雪乐园。

也许纯粹的嬉雪太
单调，而金宝乐园采取
的动物园+嬉雪园+科普

馆+金泉寺的游玩模式就能
有效的避免了单纯玩雪的枯
燥。游客在嬉雪场玩累了便
可以到动物园跟动物们亲密
接触，或者参观一下地震科
普馆经历一次科普研学之
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
能满足孩子们在课外放飞自
我的心，又能在玩的过程中
学到科学知识，也是我们献
给少年儿童最好的新年礼
物。

新春期间，到金宝乐园
还能欣赏到“一山八虎贺新
岁”的热闹景象呢，8只小老
虎霸占狮虎山，时而打闹时
而亲密，时而萌翻全场，时而
野性十足，为广大游客奉献
了一场场精彩的贺岁闹剧。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多年来金宝乐园就在你
身边，陪着每个人的童年，今
年记得来打卡你的童年呀！ 本报记者 段学虎 崔立慧 整理

2019贺年会

冬季旅游产品优惠措施

企业名称 优惠措施 起止时间

东营城南庙
会

正月初一到十五

东营城南游
园灯会

2019 . 02 . 05-
2019 . 02 . 20（正月
初一到十六））

东营盐文化
博物馆

原价50元/馆，现价30元/馆。
盐、电两馆通票原价100元，现价
50元。

春节期间

东营电文化
体验馆

原价50元/馆，现价30元/馆。
盐、电两馆通票原价100元，现价
50元。

春节期间

东营芳华汽
车影城

原价120元/五座汽车，现价60元。 春节期间

东营桃花岛
旅游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原价220元的周末不限时滑雪票
贺岁价138元；
原价360元的节假日不限时滑雪
票贺岁价199元

2019 . 1 . 1—
2019 . 2 . 28

原价1180元的冰雪研学旅行贺
岁价880元

2019 . 1 . 1—
2019 . 2 . 28

春节期间免费观赏冰瀑
2019 . 2 . 1—
2019 . 2 . 15

华泰大厦 年货大集展销、促销活动 1月23日-2月2日

孙子文化园 提前网上抢票68元 1月23日-3月8日

孙子文化园
持孙子文化园入园门票可以享
受马戏嘉年华门票八折优惠

1月23日-2月20
日

黄河三角洲
国际慢城

（1）2019年2月5日——— 2月20日，
举办“中国年、利津情”2019国际
慢城首届民俗文化大庙会活动，
通过举办迎新春书画展、太级拳
剑、健身球操、武术表演、广场舞
表演、体育竞赛等活动,将体育
活动与文化活动在大庙会中有
机结合；

（2）2019年春节期间停车场免费
开放，可容纳2400余辆车;

（3）针对不同需求，向游客提供
优惠套票，1 . 2米至1 . 5米的儿童、
60周岁至75周岁老人（持身份
证）全部半价，军人（持军官证）
免费、学生（持学生证）半价；

（4）无公害蔬菜大棚蔬菜、水果
等采摘，市价优惠。

凤凰城滨河
休闲旅游区

免费开放，春节期间景区将营造
欢乐祥和喜庆的节日气氛

文化中心
利津县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
明集盐文化馆、铁门关文化展馆
等向市民免费开放

养生天下中
草药种植基

地

免费开放，手工坊、养生馆内市
民可享受免费现场教学，制成的
手工品只需缴纳成本费即可带
走。

（正月初八
开始营业）

綦家夹河乡
村旅游点

春节期间草莓、圣女果采摘满十
斤享受九折优惠。

东营市历史
博物馆

期间集中展示广饶十村遗址考
古发掘出土的不同时期文物60
余件，观众可以持身份证等有效
证件免费参观。

1月28日―2月20
日

金宝乐园

欢乐童年一站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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