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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人游滨州·“十一”出游攻略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胡旭阳 通讯员 李斌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户
外出游好时光。在即将到
来的国庆长假，想好去哪
儿玩了吗？与其在外
地看车来车往人山

人海，不如就近游玩，美景就在身旁，何必要去远
方？滨州国庆节期间景区和文化场所活动精彩
纷呈，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和旅游
项目。

为方便市民“十一”近郊出游，畅享假日时

光，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各县(市、区)文化和旅游
部门及全市旅游企业，推出了“十一”期间“滨州
人游滨州”出游攻略，供市民出游时参考。同时，
温馨提醒大家，疫情防控不能松懈，出游时一定
要做好防护。

2021邹平樱花山国潮游园会盛情相邀

10 月 1 日—
10月7日，樱花山国

庆档，值得期待的国
潮大片即将震撼来袭。

国潮复古音乐节、穿越唐
宋大型古装巡演、民俗表演、

网红大黄鸭、亲子游乐嘉年
华、露营基地、风味小吃/地摊市集……历时百

天，樱花山精心打造国庆狂欢盛宴，“2021樱花山
国潮游园会”陪您国庆七天乐。

樱花阁下，穿越唐宋的大型沉浸式古装剧目
表演，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诸多项目“空
降”现场，还有惊喜相送。大唐不倒翁，伴随着鼓
点节奏，在翻滚、穿腾与跳跃中将穿越时空的表
演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个假期，樱花山国潮音乐节将带给你视听

享受，高山流水，荡气回肠。当然，国潮音乐节远
不止于音乐，现场演出、游戏互动、汉服大赛、文
创集市、房车露营、穿汉服定会让您流连忘返，还
可免费乘乌篷船泛舟湖上。看樱花山美景，体验
民俗盛会，10月1日—7日每天9:00—18:00，樱
花山景区陪您欢度国庆佳节。

邹平供销·蝶恋谷第二届向日葵采摘文化节，免费游园等您来

这个国庆节，供
销·蝶恋谷邀您免费
游园，10月1日至
7日园区全天开
放。为回馈广
大粉丝对供

销·蝶恋谷的支持与厚爱，自10月1日至7日，蝶
恋谷将举办第二届向日葵采摘文化艺术节，与广
大市民分享丰收的喜悦，摘多少拿多少。自10
月 1日至10月 7日 9:00、11:00、15:00、16:00
举行向日葵采摘大赛，采的最多的游客更有礼品
相赠。

10月1日至10月5日每天10点、15点，精彩
的戏曲、综艺、歌舞演出等您来欣赏，更有相声、
快板等曲艺节目轮番上演，淳朴生动的语言、优
美悦耳的唱腔，带你领略风俗人情，文艺盛宴。
听曲艺赏花海，这个国庆节我们不见不散。

网红格桑花海、网红泡泡节、荷塘美食节……滨城十里荷塘带你嗨个够

金秋盛放的格桑
花海，又将掀起一波全

新网红美拍热潮，千万别
错过。超大坪草地、园区观

光小火车、荷塘画舫船……丰富多彩的游乐项目
带你玩转欢乐假期。全新打造的蹦床、园区小巴

士、儿童游乐项目……一起
开启国庆户外畅爽新体

验。
网红泡泡节源自美国，风靡世界的Bubble

Party（泡泡趴）被称为“地球最开心的Party”，大
朵大朵的泡泡汇聚在一起，像棉花糖般柔软将孩
子从头到脚覆盖，来十里荷塘体验被泡泡“吞没”
的感觉吧。

品美食，游荷塘，各地美食任意吃。荷塘美
食节，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吃不到，一场令人心

跳加速的美食盛宴即将开启。
美丽多彩的格桑花、丰富有趣的互动活动，

还有吃货最爱的美食节，会刷爆朋友圈的网红打
卡加美丽风景让你双重“种草”了吗？欢乐国庆，
畅玩荷塘，是时候“逃离”喧嚣拥挤的都市，给身
心放几天假了。国庆假期游荷塘，给你不一样的
秋趣长假。

国庆七天乐，阳信水落坡第十届古典家具博览会带你乐不停

10 月 1 日
—10 月 8 日，
阳信县水落

坡镇第十届古
典家具博览会将

在水落坡镇民俗
文化产业园举行。

本次古典家具博览会
以推进乡村旅游，唱响

文化惠民大戏，带动县乡经济发展，实现“举办一
个节庆，带动多个产业，富裕一方百姓”为目标。

活动内容包括：
10月1日10:00 开幕式及文艺演出
10月1日—10月8日 古典家具展
参展家具类型有明、清式仿古家具，古典家

具、新古典家具中的黄花梨木家具、红酸枝木家
具、紫檀木家具、红木家具、老船木家具、传统木
雕、根雕、仿古屏风等。

水落坡镇古典家具博览会开展期
间不仅有古典家具展销，还有特色
美食、文艺演出、儿童乐园等大型
活动，在领略民俗文化、收获宝
贝的同时，还能感受一场视觉
盛宴，饱览一个文化效应、
品牌效应与旅游效应相结
合的博览盛会。

2021惠民首个盛世游园会10月1日盛大开幕

盛世千古，梦回春
秋。10月1日起，孙子
兵法城向所有人发出
邀请，来惠民体验
一场斥巨资打造
的 盛 世 游 园
会。震撼的
舞蹈表演，狂

欢的游客互动，好玩的春秋之旅，一流的穿越体
验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孙武”开城迎宾，威风凛凛的金甲武士鱼贯
而出，像是从盛世而来。如果人间真有仙女下
凡，那便是火遍全网的霓裳羽衣舞，长绸飘逸，翩
翩起舞，演员刚柔并济舞动间尽展盛世风韵。民
族舞轮番上演，弦鼓声声双袖举，生动还原了盛
世画卷。

“孙武献兵书”将首次亮相，专属
的超级IP刷爆网络，快来感受一场不一
样的遨游盛会。孙子兵法城以具有千年历
史的宋代古城墙遗址为依托，以“和平、战争、智
慧”为主题，全面展示博大精深的兵家
文化。10月1日—10月7日，外地人
都赶来了，作为爱玩会玩的本地人，
赶紧约起来吧。

惠民2021年度大型金秋赏菊盛宴10月1日盛大迎客

片片菊花染出万
般色彩，幽幽菊香溢满整

片天地。10月1日—10月
7日，惠民2021年度大型金

秋赏菊盛宴重磅来袭，50多个品种的菊花绚丽绽
放，呈现出“水韵共青潆幽幽，尽是菊花香溢溢”

的美妙景致，为美丽秋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众多菊花惊艳亮相，满园芬芳邀你赏菊，在
这里可以约会、拍照、秀恩爱，游玩赏花听音乐，
登高望远以诗会友。现场还有更多美轮美奂的
菊花造型，赶快来菊花展一探究竟吧。

还不够尽兴？带上孩子重返侏罗纪时代开

启恐龙科普之旅吧，现
场超多恐龙等你来解
锁，与稀有恐龙合影，大片
就等你来拍，享受一场视觉
盛宴，还能增长科普知识。

惠民魏氏庄园首届民俗艺术节国庆震撼上演

这个国庆长假一起来寻梦魏氏庄园。魏氏
庄园首届民俗艺术节将于10月1日—10月7日
盛大启幕，艺术节期间庄园为游客们准备了精彩
节目和福利活动。

福利一：开仓放粮
在景区指定时间，游客到达指定地点，凭整

价门票免费领取魏集特产“魏老大”锅饼一份。
福利二：特价门票
为欢迎初来滨州的莘莘学子，魏氏庄园特举

办“欢迎来滨州·大学生文化节”活动，让同学们
深刻体验滨州传统文化，了解滨州历史。持滨州
各大学学生证（含高职）可享受优惠门票15元。

魏氏庄园首届民俗艺术节活动包括地主放
粮，游客凭门票即可参与领取活动；抬花轿迎亲，
再现庄园民俗迎亲场景，游客可体验坐花轿，了
解鲁北民俗；民俗艺术展演，评书、琴书、西河大
鼓和快板书表演，让游客体验以往的文化生活；
小毛驴拉磨，让大人重温童年的记忆，让孩子尽

情体验亲子推磨活动。
魏氏庄园首届民俗艺术节，各种

亮点让你应接不暇、大饱眼福。游
玩之余，还可以品尝特色美食，体
会舌尖上的魏集，如魏集驴肉、
魏集“魏老大”锅饼等。魏氏
庄园期待与您一起探寻百
年古堡之美。

惠民魏集古村落首届汉服文化节“盛装”来袭

清爽的空气、古色古香的街巷、典雅的房屋
……在这个绿意盎然，韵味十足的古村落里，悠
闲地散着步，欣赏汉服之美，是一场不错的旅行
体验。弘扬传统文化，共赏国潮盛宴。心动不如
行动，快来魏集古村落共赏国潮盛宴。穿着汉服
者免费入园，魏集古村落首届汉服文化节包括以
下活动内容：

1.汉服迎宾大典
10月1日-7日，每天9:00-9:30。景区门

口，20位身着汉服的表演人员列队，施汉礼欢迎
游客，所有游客踏红毯进入游客中心。9点整钟
会响九下，意在魏集古村落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
朋友。

2.汉服巡游
10月1日-7日，每天9:30-10:30，14:00-

15:00。20位身着汉服的表演人员在景区巡游
表演，游客朋友们可与其互动拍照，也可加入一
起巡游。

3.汉服快闪
10 月 1 日-7 日，每天 10:30-11:30，15:

30-16:00，20位汉服表演人员在景区小广场进
行汉服快闪舞蹈表演，与游客互动拍照，游客朋
友们也可参与快闪。

4.国潮市集
10月1日-7日，景区所有商户身着汉服进

行经营，开启国潮市集。走入其中，仿佛穿越到

了古代，体验一场古人的市集。
当然，这里也有很多精美的古玩和
美味的小吃。

5.10月1日-7日，景区会在主要道
路口张贴缉拿令，每张缉拿令前会站有一名官服衙
役，为游客宣讲活动内容，与游客互动拍
照。会有由两位工作人员扮演的逃犯，
隐藏在景区角落内。所有游客朋友们
均可参与抓捕逃犯活动。活动期
间，只要找到隐藏在景区内的逃
犯，即可带“逃犯”至游客中心
领取奖品一份。

滨州市区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市博物馆各种文化展览如“寻找美术符号 助
力乡村振兴”滨州市美术成果展、滨州历史文化
陈列、孙子文化展、旗帜——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特展，社教活动如盛世华诞·国庆节
专题手工课堂、我爱我的国——衍纸制作、吉金

铸史——版“话”青铜器等活动精彩纷呈，《花木
兰》观影活动等您参加。

市图书馆特联合新语听书开展主题为“喜迎
国庆，满城书香”的听书争霸赛，和读者一起在阅
读中前进，还有丰富的活动奖品等你来拿，快来

一起畅听好书吧。
10月6日，《胡桃夹子》和《爱

丽丝梦游仙境》将在滨州大剧院精
彩上演。

樱花山
国 潮 游 园 会
盛 情 邀 请 市
民参会。

向 日 葵 采
摘，一起分享丰
收的喜悦。

来 十 里
荷塘体验被泡
泡“吞没”的感
觉吧。

在 水 落 坡
镇古典家具博
览会探访古代
家居生活。

来惠民体验
一场孙子兵法城
首个盛世游园会
吧。

大型金
秋赏菊盛宴
重磅来袭。

在魏氏庄园
探寻百年古堡之
美。

魏 集
古村落首届
汉服文化节

“盛装”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