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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天子脚下的现代大都

会，一个是号称“中国好莱坞”的摄

影基地，无论去哪儿，都值得孩子

们好好探索。

通常而言，真正意义上的亲子

线路、夏令营等产品，在价格上会

比普通的旅游线路略为昂贵。因

为行程几乎不进购物店，吃住等标

准也更高一些。

由于横店和绍兴相近，所以本

次将两个点连接在一起，组合成一

条横店绍兴夏令营线路。在绍兴，

参观鲁迅故里和江南名园沈园，参

观鲁迅先生故居及其笔下的三味

书屋、百草园。而在沈园里，有陆

游纪念馆，可以感受陆游的爱国情

怀和聆听他的悲戚爱情故事。在

横店，参观国防科技教育园，在园

里的太空探索馆，可看到神五返回

舱和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训

练穿过的太空服实物。

而在北京亲子游线路中，该线

路的设计是“由浅入深”，分为五大

板块，初遇北京、古都北京、山河北

京、文化北京等等。在该线路中，

到天文馆感受天体的奥秘；通过观

看“猛犸象”“达芬奇科技”“人体的

奥秘”，探索自然奥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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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绍兴5日夏令营 拨打《石
狮日报》旅游专线预订：2080元

北京亲子夏令营 拨打《石狮
日报》旅游专线预订：3990元/大
人 3690元/儿童 （记者 谢艳）

■旅游主张
■驴友俱乐部

■本周直通车

近年来，游轮之旅受到越来越多

中国游客的欢迎。每天在大海的怀

抱中醒来，在主餐厅、自助餐厅和海

景餐厅里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在健身中心、海上攀岩墙、游泳池和

慢跑道的运动区里舒展筋骨，在三层

楼高、超过一千个座位的剧院里正上

演着经典音乐剧，电影放映厅也提供

了各种影片，还有皇家大道上的众多

免税店让您享受购物的乐趣，当然您

还可以在皇家游乐城里一试运气！

这样新潮的旅游体验是否很令人心

动？

令人欣喜的是，前往韩国丽水和

济州的游轮之旅已经在石狮全面登

陆，石狮市民今夏就可以体验一把浪

漫的游轮跨国之旅了。

位于韩半岛东南端的丽水是韩

国最美丽的口岸城市之一，以海和岛

屿为中心的观光地较多。散步的同

时享受环岛风光的梧桐岛，在突山公

园欣赏突山大桥的夜景，位于绝壁顶

端的向日庵等都是丽水旅行不容错

过的观光路线。而济州是韩国众多

岛屿中最大的岛，由120万年前火山

喷发而形成。从海边的奇岩怪石到

数百座大大小小的山丘,从汉拿山的

白鹿潭到周围珍贵的植物都没有被

污染，济州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观光

宝库。

此次启用的是亚洲最大豪华游

轮皇家加勒比�海洋水手号，14万吨
超大型国际游轮，今年首次进入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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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假日国际旅行社推荐线路：
皇家加勒比�海洋水手号上海-丽
水-济州-上海4晚5天韩国风情之
旅

发团时间：8月1日

一路向东 登陆韩国
韩国游轮之旅今夏全面启航

拨打《石狮日报》旅游
报名热线88727031预订电
子门票，价格更优惠

■新鲜游

不亲水
、不玩水

的夏天
不

是完整
的夏天

，更何况
人本

来就有
着亲水

的天性
呢。本

期旅游
天下，记

者就带
您一

起体验
石狮周

边的亲
水线

路，为您
自驾出

行提供
全面

参考，炎
炎夏日

，与家人
朋友

出门戏
水才是

降温避
暑的王

道，带上
蠢蠢欲

动的心
，跟着

记者出发
吧！

自驾召集令：
约上亲朋

好友

石狮周边
玩水去

日前推出的一项新奇刺激时尚有意义的活动项

目——真人CS镭战《上阵父子兵》主题体验式教育活

动，为增进父子感情提供了一个新平台。

实战对抗中，亲身感受与“敌人”作战的乐趣与

刺激，让孩子在实战经验中学会“胜不骄、败不馁”的

态度和配合的重要性，想必也是孩子们在课堂难以

深刻体验的人生经验。大汗淋漓之后可到山庄里面

的游泳池享受冰火两重天乐趣，也可以到旁边的后

山水库钓鱼、散步、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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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泉州友邦山庄 活动时间：每周六、日
拨打《石狮日报》旅游专线预订获超值体验价：

一家三口（2大一小）158元/人
自驾指南：泉州湖美大酒店往第四监狱上1000

米草邦水库友邦休闲山庄

推荐2：
清凉幽深
一路漂流一路景

在福建漂流不只有大金

湖，在德化，号称“华东第一

漂”的石龙溪橡皮艇漂流就足

以让人尽享刺激和惊险，漂流

而下伴随着尖叫，是上班族释

压的好方法。

石龙溪沿途森林茂密，野

生动物成群，溪流湍急，有69

个弯、88个急流点。整条溪

流都在原始森林的映衬中。

这里的山，重峦叠嶂、林木葱

茏，整座山弥漫着原始森林的

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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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指南：晋石高速转泉
三高速，到德化连接线出口，
至德化城关，再走省道203线
至南埕镇镇区，镇区有指示牌
（广告牌）指向石龙溪漂流的
村道

门票：160元/人 拨打《石狮
日报》旅游专线预订：138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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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一定要到海边，才能体会浪

漫的海滨风情，感受刺激的海边浪

涌？更何况，大海的喜怒无常，也时常

让许多家长提心吊胆：孩子的安全问

题能否得到保障。

不过，这样的担心现在显然有些多

余，最近，记者得知莆田御荘园度假村

里开放的造浪池不仅可模拟各种浪潮

起伏旋转，还提供丰富的水上运动。毫

不夸张地说，无论是来戏水避暑，或者

只是来休闲放松，度假村里通通都能找

到适合你的项目，最重要的一点，度假

村里吃住玩一条龙齐全，价格却是难得

的经济实惠。日前，本报记者提前探营

莆田御荘园度假村，带您一起感受这个

夏天极具特色的亲水项目。

【戏水】造浪、水上运动、池
边烧烤、免费学游泳

每到整点，造浪池内波涛汹涌,

巨浪翻滚,浪头把游客冲得踉踉跄跄,

东倒西歪，惊险又刺激。就算不会游

泳，套上游泳圈，随着制造出来的各

种浪潮起伏旋转，让身体也在这种有

趣的人工造浪中进行放松。

造浪过后，冲浪足球、水上排球、

冲浪泼水、冲浪滑梯、冲浪竹竿舞各种

水上运动轮番上演，如果想要学游泳，

也千万别错过这里的免费教学哦。

坐在造浪池边的遮阳伞下，听听

音乐，来一点自助烧烤，再要几瓶冰

镇啤酒，好不惬意。

其他戏水项目推荐：儿童水上乐
园、露天标准游泳池、室内外温泉泡池。

【休闲】SPA、健身会馆、御
茶馆、棋牌室

度假村里有许多安静休闲的去

处，矿物盐浴、矿沙浴、海泥浴、死海

漂浮浴……做做SPA，疏解疲惫。这

里提供了中式、日式、泰式健康理疗

服务，还有特为爱运动人士而准备的

健身会馆。

还有贴近闽南人休闲习惯的御

茶楼，里面设置了配备自动麻将桌的

多功能豪华包厢，泡一壶清茶，玩几

把麻将，再到二楼体验一下这里的文

艺演吧。

其他休闲项目推荐：免费休息
厅，提供免费饮料、水果等，可以免费
上网，看电视。

【食宿】包罗万象自助餐 定
时推出蛇汤或鲍鱼汤

从池边烧烤到免费休息厅里的休

闲小点，一路玩一路吃，谁说这里不是

吃货的最爱呢？

当然，最能填饱肚子又最划算的，

还属自助养生餐了。在莆田御荘园度

假村里的自助餐厅，米饭、面条各种主

食自是必不可少，还有蛋挞、小面包各

式美味甜品和各种时令水果，幸运的

话，还可以“抢”到餐厅定时推出的蛇汤

或鲍鱼汤，数量有限，手脚要快哦。

度假村的温泉酒店干净而舒适，

在度假村里玩上一天，不赶路住上一

晚，谁说不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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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指南：沈海高速公路往福州
方向，莆田西出口向右拐行驶300米
后到达度假村

推荐4：真人CS上阵父子兵推荐3：
梦幻水世界 给孩子一个玩水的理由

要说目前省内规模最

大的大型多功能水上主题游

乐园，非厦门观音山梦幻水

世界莫属，国内最长400米

水上过山车、海西首台“超级

大喇叭”极度深渊、激情造浪

池、急速大滑道、冲天回旋、

超大儿童水屋……全部落

户在这里，不用出远门，也能

带着孩子快乐度夏。

如果担心承受不了随时

而来的“心跳”和刺激，还有欢

乐时光广场、勇士挑战地带、

4D体验中心等多个主题区可

供选择，还可以在这儿的沙滩

上暂时放纵一下自己，沙滩排

球、沙浴、埋人……只要你能

想到的沙上娱乐，都可以肆无

忌惮地玩上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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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指南：石狮上高速
—经沈海高速—翔安大道
—翔安海底隧道—环岛东
路—观音山梦幻海岸

门票：原价130元/人,
拨打《石狮日报》旅游专线
预订：110元/人

我们和你一起 在路上

石狮日报驴友俱乐部
成立啦！

五缘湾文谷旅游区

阳光、沙滩、海浪、三角梅，还有迷人

的帆船……没想到吧，就在厦门，还有这

样令人熟悉的“外婆的澎湖湾”，令人惬意

绵绵。

五缘湾文谷旅游区斜倚风景优美的

天圆大桥，遥望五缘湾音乐岛和游艇码

头，背靠雅致的湿地公园，是岛内唯一一

块集水景、温泉、植被、湿地、海湾等多种

自然资源于一身的风水宝地。策划大师

王志纲在看过五缘湾之后，把它比作台湾

校园歌曲中的“外婆的澎湖湾”。

“南有鼓浪屿，东有五缘湾”，五缘湾文

谷旅游区内的福建省源古历史博物馆、观

天下闽台宗祠博物馆，还有目前正在试营

业的鼓浪屿钢琴艺术馆、新萌现代艺术馆，

就像四颗各放异彩的珍珠镶嵌在海湾里，

是海西最大的博物馆群，中国式的古根海

姆！拿起背包，举起相机，行走在五缘湾文

谷的独特文化艺术氛围里，饱览生态色泽

如画，荡漾文谷风情万种，让你忘却烦忧，

尽情享用这心灵之宴。

（记者 谢艳）

北京与横店

量身定制的暑期亲子游

加入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厦门五缘湾门票一张 赠完即止
石狮日报驴友俱乐部QQ群：12045824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这

句话怎么听都让人觉得怦然心动。踏上

征途，追随自我，也一直是无数人这辈子

一定要完成的梦想之一。只是，从今以

后，走在这条路上的你将不再孤独，因为，

石狮日报旅友俱乐部成立了！将会有更

多热爱旅行的人和你一起，去寻找“在路

上”的感觉。

读者可通过加入石狮日报驴友俱乐

部QQ群120458242成为俱乐部的一员，

我们将经常开展旅游交流活动，推出旅游

优惠，更新旅游相关知识。为回馈广大读

者，本报给首批加入旅友俱乐部的读者发

福利啦，加群即可获赠价值120元的厦门

五缘湾文谷旅游区门票一张，赠完即止

（每人限领一张）。

本周特推：莆田御荘园度假村
好玩≠昂贵 体验最安全的“海边浪涌”

优势：吃住玩全方
位一条龙；车程1.5
小时；周边辐射广
化寺、湄洲岛、九鲤
湖等知名景区

御荘园度假村门票（含自
助餐）原价：266/人
拨打《石狮日报》旅游专线预
订：平日118元/人、周末128
元/人、黄金周128元/人

御荘园度假村温泉酒店（山景
大床、双床房）+门票+自助
餐+早餐原价：1736元/间
拨打《石狮日报》旅游专线预订：平
日428元/间、周末黄金周468元/间

（谢艳 文/图）

（记者 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