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 5
滨
州
网
手
机
客
户
端

2021年4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鹏飞 肖静
电话：3186761

滨州城建成就“闪亮”全省城建博览会
第三届山东省城市建设博览会在青岛举行，滨州展区处处彰显城乡建设活力、城市发展魅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任斐 王
仪 通讯员 陈宵 报道）4月27日至29日，
第三届山东省城市建设博览会在青岛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城博会以“城市更
新，让人民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对全省
16市住房城乡建设成就等进行了展览，
并举办了学术交流活动。滨州展区从城
市建设发展理念角度进行主题展示，将滨
州城市建设、自然人文、绿色宜居、乡村振
兴等多方面融合贯通，全方位、多手段、数
字化展示了我市住房城乡建设成就和对
未来的展望。

记者在城博会现场看到，滨州展区采
用了开放的设计形式，展现我市作为山东
省北大门所具备的包容并蓄、敢为人先的
胸怀与精神。

主入口一侧设置了双面大屏，我市
“十三五”时期的城乡建设成就一一在大
屏上播放，形象直观地展现了我市城乡建
设的亮点，以及壮阔启航的宏伟蓝图。

由主入口进入滨州展区，位于中心的
树状造型上发出绿色光亮的层层树叶向
上延展，契合我市紧抓绿色可持续发展不
放松的城市建设理念，展现了我市生态宜
居的城市环境。树状造型四周应用了四
块屏幕，通过播放视频的形式集中展现了
我市在农村改厕、集中供热、清洁取暖、数
字化审图以及黄河生态修复工程等方面
的亮点成就。

沿展区继续向前，一侧是建设成就展
区，展示墙上的12块灯箱图文并茂地展
现了我市的特色片区、重点景观以及在基
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精细化
管理方面的成绩，展示墙上还应用了黄河
楼、中海天地桥等代表性的建筑剪影，融
合了我市特有的城市元素，更加直观、生
动地展示了城市形象。另一侧设置的是
展品区，展示了铝制的生态垃圾桶、茶台、
坐凳等展品。铝型材具有轻便、易造型、
易安装的特点，展品区突出了我市高端铝
产业集群的先进与优势，以及其在提拉带
动城市发展、赋能城市产业未来方面发挥
的积极作用。滨州展区在材料的运用上
也展现了滨州特色，除了在展示墙、展品
区使用了铝型材外，展厅主入口设置的接
待台使用了木制的凉亭，体现了绿色、生
态、环保的理念。

展示手段多样、科技感和互动性强是
滨州展区的一大特点。在运用双面屏、冰
屏等进行多媒体展示的同时，展区还设置

了动态地屏，在地面运用视频的形式展现
了贝壳岛、黄河三角洲风貌，让人仿佛身
临其境地感受位于“黄蓝”两区开发叠加
地带的生态滨州特色。展区中的一处展
示台应用了书本的展示形式，一张张书页
上详细展示了我市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中村改造、农村改厕、渤海红色物业等
方面的新理念、新格局、新成就，观展人员
可以自主翻阅浏览。展区中还放置了一
个互动机器人，观展人员可以和机器人进
行互动问答题，继而了解相关城建知识，
也可以向机器人发出相应的语音指令，听
机器人介绍展区主题、特色、内容等，互动
性、趣味性十足。

近年来，遵循“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
共同缔造”的城市建设理念，围绕建设产
教融合型、实业创新型城市，聚焦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市不断推动城市更
新、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处处彰
显城乡建设活力，释放城乡发展魅力，成
为了人才汇聚的“智者智城”。

展区采用开放的设计形式，主入口一侧的双面大屏播放我市“十三五”时期的城乡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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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中心的树状造型契合我市紧抓绿
色可持续发展不放松的城市建设理念。

展示手段多样、科技感和互动性强是展区的一大特点 。

期待已久的“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
想好去哪儿玩了吗？攻略做好了吗？如何
才能玩儿好？根据预测数据，今年“五一”
小长假出行人数将爆炸式增长，很多景区
可能又将出现人山人海的“拥挤”场面。

其实，假期何必舍近求远去外地游
玩，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旅游项目岂不是
更好？为方便市民“五一”近郊出游，畅享
假日时光，滨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县
（市、区）文化和旅游局及全市旅游企业，
推出了“五一”期间的“滨州人游滨州”出
游攻略，供市民外出旅游时参考。

同时，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还没结束，
出游时一定要做好防护。

邹平樱花山上演“风车风
筝小丑嘉年华”

5月1日至5月9日，“2021邹平首届
风车风筝小丑嘉年华”将在邹平樱花山上
演。届时，现场不仅有绚丽多彩的风车，还
有各式各样的风筝，而DIY手绘风筝活动
更能让你体验亲子时光，另外还有顽皮的
气模陪您和孩子一起玩耍……

其间，身怀绝技的小丑会轮番上演精
彩绝伦的爆笑表演，欢乐的魔术秀能让人
瞬间忘掉所有烦恼，更有泡泡魔幻秀、孩童
欢乐海洋等项目让孩子们乐不思蜀。此外，
现场还会设置真人版变形金刚与游客互
动，带游客进入科幻世界；众多美食也将登
场，让游客随行随看、随走随尝……

蝶恋谷景区推出“万亩花
海+非遗文化”特色游项目

蜂吟蝶起花间舞，笑沐春风看花醉。5
月1日至5月31日，位于邹平市好生街道
的蝶恋谷景区的各色花海将竞相绽放：千
亩高贵典雅的花中皇后——月季花海色

彩斑斓，如梦似幻；200亩优质油菜花竞相
开放，仿佛是镶嵌在田野上的嫩黄地毯；
125个品种的地球同纬度月季汇聚一堂，
争奇斗艳……漫步花海，随手一拍就是美
景。

其间，景区还将集中推出吕剧、黄梅
戏、京剧、快板、武术等非遗文化演出，让
游客在观景赏花的同时，感受中华传统文
化，乐享美景和文化交织的绚烂五月。

十里荷塘景区“恐龙”遍地
邀您来玩

5月1日至5月5日，滨城区十里荷塘
景区将推出众多特色旅游项目。其中，恐
龙欢乐谷项目在景区布置了众多形态逼真
的恐龙，带领游客了解恐龙这一千万年前
的神秘物种，让孩子们在互动中增长知识。

5月1日至5月2日，十里荷塘景区还
将推出民俗乐器表演、民俗快闪舞蹈秀
（如有向参加活动的团体，可前往十里荷
塘游客服务中心现场报名）等项目，让游
客在艺术的氛围中畅游荷塘。

另外，在十里荷塘景区，游客还可以享
受亲子时光，带领孩子挖野菜、体验农耕，
更有铁锅炖大鹅等特色美食可以享用。

鑫诚田园“森林部落”有花
海有萌宠更有水果采摘

5月1日，位于惠民县的鑫诚田园“森
林部落”将开业亮相。这是一家集动物观
赏、亲子互动、户外运动、儿童游乐等多种
主题于一体的户外亲子度假胜地，总占地
面积20000平方米。园区分为马术表演

区、萌宠互动区、帐篷露营区、儿童游乐
区、蒙古包烧烤区、草坪休闲区六大板块。

自然森林里的“动物之城”、触手可及
的可爱萌宠，这些就足够让你心动了吧？
另外，还有超唯美的郁金香花海等你来打
卡。游客徜徉在郁金香花海中，拍照上传
朋友圈，就能成为朋友圈里“最靓的仔”。

另外，这里还有果园采摘项目，草莓、
长桑葚、水果柿子等采摘活动正在火热进
行中。寻觅自然风光，携手可爱萌宠，亲子
度假旅行，定格欢乐时光，今年“五一”，鑫
诚田园生态旅游区等你来。

惠民武圣园国防兵器展让
爱国主义教育接地气

展国之雄姿，扬爱国情怀。与其凭空
给孩子灌输爱国思想，不如实地给孩子上
一堂国防教育课。今年“五一”期间，惠民
县武圣园第四届爱国主义国防兵器展震
撼来袭！翱翔天际的歼5、歼6战斗机，水
陆两栖的坦克、大炮，各种尖端军事装备
……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国防兵器将集
中在渤海革命老区兵器博物馆呈现，欢迎
市民前来观赏，让孩子们接受一场爱国主
义教育。

同时，惠民县民俗博物馆也诚邀游客
前来游玩。这里不仅有体现农村生活的石
磨，还有见证历史变迁的各年代纸币，更
有其他满载历史记忆的展品。除此之外，园
区还有彩虹滑梯、网红吊桥、户外拓展等项
目，能让你体验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惠民县首届百戏艺术节将

在中国孙子兵法城举办
5月1日至5月5日，2021惠民县首届

百戏艺术节将在中国孙子兵法城举办。
百戏艺术节活动包括：孙子兵法城盛

大开城仪式，贺今日盛景宣读迎宾圣旨，
请四海贵客入场；一年一度的上香祈福大
典，八仪舞长绸飘逸，翩翩起舞；非遗沧州
舞狮经典再现，巡游全城，威风凛凛；中国
杂技之乡吴桥杂技秀，呼啦圈、蹬大缸、蹬
方桌等项目精彩刺激，既考验表演者，更
考验观众的心理承受力；滑稽逗趣身怀绝
技的小丑嘉年华，十八般武艺尽情展示，
让人大笑不止；精妙绝伦的大马戏，相信
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次腾空，都会让你感
受到无与伦比的刺激；国潮古城巡游，可
以观赏古代美女水袖舞蹈……另外，还有
更多互动娱乐项目等你参与。

世界各地特色风铃齐聚惠
民奏响春的乐章

5月1日至5月5日，2021惠民首届风
铃艺术节将在武定府衙举办。日式樱花木
质风铃，清新唯美；中式民族风铃，精致雅
美……届时，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样式风铃
将装点园区，让你不用出国门就能领略到
各国的魅力风铃。

“五一”假期，约上三五好友，穿过充
满浪漫情调的紫藤长廊，享受阳光、微风，
聆听悦耳的风铃声，此情此景必定让人流
连忘返。其间，更有身着汉服的翩翩少年、
撑着油纸伞的美丽少女在景区漫步，为景
区增添一抹亮色。

另外，武定府衙景区还将推出“大堂
审案”“郡主抛绣球”“古装演绎”等项目。

“我在惠民武定府衙等你”抖音挑战赛主
题活动也将在“五一”火热启动！

“打卡魏集古村落”短视频
大赛邀您“C位”出道

无论你是街头拍客还是网红达人，无
论你是手机摄影爱好者还是短视频大咖，
只要你爱旅行、爱拍、爱晒、爱分享，就快
来参加“打卡魏集古村落”短视频大赛吧！
大赛盛情邀请您“C位”出道，更有丰厚礼
品！大赛截稿时间：5月3日中午12:00。

另外，位于魏集古村落的“德音斋”
和“党史展览馆”将在“五一”与大家正式
见面，里边有不少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
游客观展期间，不仅可以欣赏到充满红色
记忆的报刊，更能通过聆听讲解了解这些
刊物背后的红色故事，接受一场党史学习
教育。

古村落内还有植物立体迷宫，占地约
4000平方米，由几十余万棵北海道黄杨所
组成，面积够大、路线够给力。这座超大超
曲折的植物迷宫，等你来体验！

鲁北地区传统特色演出活
动“惊艳”魏氏庄园

“五一”期间，惠民县魏氏庄园将推出
鲁北地区传统特色演出活动，包括山东戏
曲表演、牡丹园赏花打卡、小毛驴拉磨表
演、评书表演、纺织纺线表演、古代花轿迎
亲表演、体验骑战马等活动，欢迎游客前
来体验。

假期何必舍近求远去外地游玩，滨州的特色旅游项目也会让你不虚此行

“滨州人游滨州·‘五一’出游攻略”等您认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李斌

蝶恋谷万亩花海吸引游客赏玩。 十里荷塘恐龙欢乐谷带你探秘未知领域。魏集古村落植物立体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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