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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水浒城 泛舟东平湖
本周六，生活乐游团邀您走进美丽东平

□记者 范洪雷

生活日报4月11日讯 春光明

媚季，正是出游时。本周六，读者俱

乐部“生活乐游团”再出发，邀您一

起走进魅力东平，泛舟万顷碧波，

嬉戏芦苇荡中；畅游水浒影视城，

感怀千年历史；看万亩油菜花开，

领略最美春天。除了赏美景，美食

也不可辜负，乐游团给大家准备了

东平湖鱼宴和当地特色美食。春光

正好，趁着周末，邀上亲朋，咱们一

起去泛舟东平湖吧！

16日(本周六)早6点半，乐游团

安排大家在大众传媒大厦(山东新

闻大厦东邻)集合，统一乘坐豪华大

巴车，6点45分准时出发，约两个小时

左右的车程，就来到了美丽的东平。

第一站，我们将走进水浒影视城，观

看壮观的开城仪式后，就进城游览。

东平水浒影视城坐落于“八百

里水泊”唯一遗存水域——— 山东东

平湖畔，是新版《水浒》主场景拍摄

地。影视城以《水浒传》中描述的人

物故事为背景，充分展现水浒故里

历史风貌和民俗人情，主要有王爷

府、太师府、太尉府、青楼、樊楼、瓮

城、御龙坊、东京汴梁御道、紫石街

等仿宋代建筑，古风浓郁，工艺精

湛，细致逼真。进入城中，犹如跨入

历史；漫步城中，宛若畅游千年。

影视城还精心编排了宋江迎

宾、燕青打擂、审武松等多项水浒

演艺节目，通过情景剧再现，大家

了解梁山好汉水浒故事，体验浓郁

的水浒文化。

游完影视城，大家到附近油菜

花基地游览，赏花、拍照，尽情嗨个

够。眼下，东平湖畔十万亩油菜竞

相绽放，湖畔、码头、田间、山坳满

布油菜花，金浪涌动，流光溢彩，扮

靓了东平湖的最美春天。

中午，乐游团为大家准备了地

道的东平湖鱼宴，好客的渔民把热

气腾腾的鱼宴端上桌，鲜香四溢，定

让您大快朵颐。此外，还有东平当地

的诸多特色美食，让大家一饱口福。

吃饱喝足后，下午1点半左右，大

家就乘坐着渔家小船，缓缓驶入绿波

万顷的东平湖，在素有天然氧仓的芦

苇荡中戏水。美丽的东平湖，三面环

山，景色优美，素有“小洞庭”之称。这

里群山环抱，山水相映，碧波万顷，菱

芡铺绿，芦花飘飘。远离了城市的喧

嚣，只听鸟儿的争鸣，恍若进入时空

隧道，身心得到彻底放松。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全部游

览结束，下午3点半，咱们将乘大巴

车返济南。

报名费用：

每人120元(70岁以上老人、1 . 2
米以下儿童，优惠价90元)

费用包含：

旅游大巴往返费用、水浒影视

城景区门票、午餐(东平湖鱼宴，餐标

30元/人)、保险等；

报名方式：

1、电话报名：85193404 85193393
2、微信报名：发送“姓名+电话”

至生活日报读者俱乐部微信公众号

生活大讲堂

听专家讲春季养生
□记者 田晓晨

生活日报4月1 1日讯 上

周日，本报与济南市健康教育

所、济南市图书馆、济南市老龄

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生活大讲

堂·健康讲堂”如期开讲，本期讲

座，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济南市

中医医院脾胃病科刘维明主任

为大家分享了春季养生的知识。

刘主任说：“中医养生学理

论认为‘春与肝相应’，意思是

说春季气候与人体的肝脏有着

密切的关系。因此早春时节，养

肝护肝非常关键，尤应重视精

神调摄，保持心胸开阔，情绪乐

观，以使肝气顺达，气血调畅，

达到防病保健康之目的。”

此外，刘主任还强调，春季

养生应从起居、饮食、锻炼和情

志四方面入手。起居应注意从冬

季已经习惯了的“早睡晚起”逐

渐过渡到春季的“晚睡早起”；饮

食上春季饮食要注意清淡，不要

过度食用干燥、辛辣的食物。

除了起居与饮食，锻炼和情

志也非常重要。春季人们应该进

行适当的运动，如散步、慢跑、体

操、太极拳等，保持体内的生机，

增强免疫力与抗病能力。情志方

面，春季养生，情绪上要乐观，不

宜抑郁或发怒，不要过分劳累，

以免加重肝脏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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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范洪雷

生活日报4月11日讯 走进澳

洲名校悉尼大学，入住澳洲寄宿家

庭，畅游澳洲三地；与新加坡国立

大学学生同吃住，中新奖学金获得

者全程同行，参加领导力课程培

训……今年夏天，跟我们游学去

吧，零距离接触世界名校，感受不

一样的文化。本报读者俱乐部联合

海外高校或教育部门，推出新加坡、

澳大利亚两条深度游学线路，即日

起接受报名，现在报名有大幅优惠。

相比市场上一般的游学夏令营，

本报此次推出的两条线路，是真正的

“游学”之旅。两个游学夏令营，均是

与当地高校或教育部门合作，真正体

验世界名校的大学生活，同时，夏令

营还安排了丰富的活动，通过夏令营

生活提升营员能力和素质。

为期7天的“做未来领袖·新加

坡修学营”，是本报与新加坡国立大

学合作，营员们将住新加坡国立大

学学生公寓，吃在校园餐厅，充分感

受最优的大学环境，体验大学集体

生活的乐趣，领略亚洲最强校园的

文化底蕴。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我们为营

员们安排了4堂领导力培训课程，

在大学教室的全真课堂，将体验新

加坡卓越的英式教育，充分挑战自

我，培养强大自信心，成就未来领

袖。在新加坡游学中，我们还特意

安排中新奖学金获得者与营员们

全程同行，倾听他们的奋斗故事，

激励营员在今后的学习中奋发上

进。

为期16天的“澳洲修学营”，

在澳洲顶尖的悉尼大学上课，采用

小班化教学，资深教师全英文授

课，通过全真语言强化，从听说读

写四个方面，让营员们迅速提高英

语综合能力。

为了让营员们充分了解澳洲

文化，安排营员入住寄宿家庭,零
距离感受澳洲原汁原味的生活方

式，充分融入当地文化环境，还将

与当地学生一起上学、放学，体验

真正的留学生活。

两条游学线路，都是采取上午

学习、下午游玩的模式，让营员们

寓教于乐。在“花园城市”新加坡，

营员们将完成由自己设计路线的

新加坡环岛之旅，参观新加坡城市

标志，如鱼尾狮、摩天轮、滨海湾公

园等，还将嗨翻世界级的主题乐

园—环球影城，造访充满英式教

育气息的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

在魅力海滨城市悉尼，营员们

将走遍当地最美的景点：悉尼歌剧

院、港湾大桥、邦代海滩、达令港；

还会看尽澳洲最神奇的动物：袋

鼠、鸭嘴兽、袋熊、袋獾；嗨翻澳洲

最疯狂的地方：冲浪者天堂、华纳

电影世界、天堂农场等。

两条线路全程都有专业领队

和老师陪同，让营员们学的安心、

玩的放心。“做未来领袖·新加坡修

学营”发团日期为7月14日，为期7
天；“澳洲16日修学营”发团日期

为8月7日，为期16天。

因需要校方提前安排营期，两

条线路的游学夏令营均在5月中旬

结束报名。4月15日前报名可享受优

惠，澳洲线路每人优惠800元，新加

坡线路每人优惠500元。团体报名请

致电咨询。

报 名 热 线 ：

8 5 1 9 3 4 0 4 、

85193868。
扫描下方二

维码，了解游学详

细行程。

走进世界名校 暑期跟我们游学去
本报推出新加坡、澳洲两条游学线路，现在报名有优惠

扫一扫

了解游学行程

□记者 田晓晨

生活日报4月
11日讯 4月8日
上午，澳大利亚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

菲尔·卡明斯(Phil
Cummings)做客济南市图书馆，为

来自山大一附小一年级四班以及

育明小学的同学带来了题为《讲

故事》的专题绘本讲座。

卡明斯先生用生动的语言给

孩子们讲述了他作品中的人物形

象和创作思想，同时指导孩子们

如何去阅读儿童绘本故事。孩子

们体会到了国内外的绘本在绘画

的风格和表现方式上的不同，以

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最后，讲座在热烈的互动后

结束。山大一附小的于老师感慨

道：“现在，孩子们不仅喜欢中国

的绘本，也很喜欢国外绘本，这

说明绘本是无国界的。国外绘本

明亮的色彩和卡通形象，对于孩

子有很大的吸引力。”

菲尔·卡明斯，南澳大利亚儿

童文学作家，他的第一本书《我的

天哪》出版于1989年，备受业界关

注，读者好评不断，之后他接连出

版了40多本儿童小说，其中《咚咚

-锵》于2008年被改编为戏剧作品。

澳洲儿童文学作家
做客市图“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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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两场公益电影等你来抢座
周末影院：《奇幻森林》,童话影院：《恐龙当家》
□记者 田晓晨

生活日报4月11日讯 喜欢看电

影的朋友们注意啦，本周末，本报读

者俱乐部依然为大家安排了两场公

益电影，一是新上映的美国真人动

画片《奇幻森林》，二是亲子电影专

场《恐龙当家》，赶快来抢座吧！

俱乐部会员专场“生活周末影

院”，本周六(4月16日)为大家放映的

是新上映的大片《奇幻森林》。

《奇幻森林》是由美国华特·

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的真人动画

片。该片根据1967年迪士尼动画《森

林王子》改编，讲述了狼群养大的人

类小男孩毛克利，当他被迫要放弃

赖以为生的森林之家时，踏上精彩

纷呈的自我探索旅途，一场波澜壮

阔的大冒险的故事。

报名人数：50人
观影费用：10元
报名方式：关注“生活日报读

者俱乐部”微信公众号，点菜单

“会员区”免费注册会员，回复“电

影+姓名+会员卡号”

成功报名的读者，请于本周六

(4月16日)下午两点到鲁大影城(文
化西路10号，历下大润发西行150米
路南)，享受10元优惠价购票入场。

周日的俱乐部亲子电影专场

“生活日报童话影院”，则为家长和

孩子们安排了动画片《恐龙当家》。

《恐龙当家》是由

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

室、美国华特·迪士尼

影片公司联合出品的动

画片。该片讲述了一只爱

冒险的雷龙阿洛与人类小男孩成

为了朋友，虽然身高差悬殊，但他

们互相照顾环游世界的旅行故

事。

报名人数：20个家庭(限一大

一小)
观影费用：免费

报名方式：关注“生活日报读者

俱乐部”微信公众账号，转发活动消

息并截图，发送“童话影院+姓名+会
员卡号+联系方式”，报名截至周四。

以电脑抽奖方式抽取20个幸运家

庭，在微信菜单公布抽中名单(点
“会员区”“最新通知”查看)。

被抽中的幸运读者，请于本

周日(4月17日)上
午 1 0点，到艾米

1895电影街(胜利

大街56号山东书

城6楼)观影。

咨 询 电 话 ：

85193404 86193868
扫扫一一扫扫

关关注注俱俱乐乐部部

新版《水浒》主场景拍摄地——— 水浒影视城。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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