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列一系列一：：清爽亲水游清爽亲水游

这个夏天，以同乐·海之恋广场万

人水乐园正式开园为代表，御龙温泉、

国信南山温泉、凯撒森林温泉、天怡温

泉、关东文化园的温泉+缤纷嬉水产

品，以及各大游泳场馆的游泳嬉水项

目将成为春城百姓消夏首选。

在同乐·海之恋广场万人水乐园，

大喇叭滑道、极速竞技的波浪彩虹滑

道、旋转跳跃的冲天回旋滑梯、飞驰体

验的高速变坡滑梯以及东北最大的人

工造浪池等多种大型娱乐设施，让您

尽享水上欢乐。游客可以悠闲地躺在

沙滩椅上，也可以与伴侣踏浪狂欢，尽

享海洋带来的激情体验。

长春凯撒森林温泉度假区也是休

闲游的好去处，凯撒森林温泉属偏硅

酸泉，富含20多种有益人体的矿物质

微量元素，同时，温泉经过先进的技术

处理，使各种泡池中的温泉水达到人

体舒适的温度。

系列二系列二：：清凉夏夜游清凉夏夜游

长春市民和游客的消夏夜产品首

选包括长影世纪城彩灯文化节、首届

北湖国际观光节、南湖大桥夜场音乐

喷泉以及遍布全市的世界杯啤酒美食

组合。

走进长影世纪城彩灯文化节，

会让你感觉进入了童话世界。点点

发光的奇幻森林，包围着梦幻的灯

光城堡……最向往的夏天应该是什

么样？看一下激情盛夏就知道了！美

食啤酒必不可少，还有造型各异的小

丑和比基尼女郎，漂亮的灯组绝对满

足你对夏天的期望。

系列三系列三：：清新农家游清新农家游

夏日的一缕清香，来自长春周边

“农”家乐的召唤。分布在城郊及县域

的回归自然、品农家美食、采摘绿色果

蔬活动将成为消夏周末游的首选。

位于长春西部的关东文化园，是

距市区最近的集民俗文化、休闲娱乐、

会议度假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在民俗

文化建筑展示区、关东文化博物馆、非

物质文化遗产长廊、关东名人塑像群

中让您体会无处不在的关东民俗风

情。在关东文艺演艺中心、关东文化

水岸风情街、关东商业街、关东名人接

待中心、关东文化创作基地、拓展训练

基地、果岭采摘园和垂钓中心内，在饕

餮关东盛宴的过程中让您享受专业的

星级服务。

系列四系列四：：清逸公园游清逸公园游

在长春，以雕塑公园花海、净月龙

舟赛为代表的赏花、划船、逛城市公园

活动也是休闲消夏的不错选择。

第八届净月潭龙舟赛将会在 6

月 18 日（端午节）在净月潭望潭桥

广场开赛。净月潭龙舟赛是长春市

唯一一个水上龙舟赛项目。与专业

龙舟竞技相比较，更加注重娱乐和

健身，同时激活市民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记忆、认知。

系列五系列五：：清减健身游清减健身游

2018走遍长春城市定向赛将于6

月24日举办，主要围绕城市新景观和

经典旅游景点开展的定向活动，是一

种体育+旅游，娱乐+健身的比赛形

式。比赛氛围轻松活泼，注重参与者

的体验感，同时还可以领略城市风光

与美景。

另外，百姓健康舞表演将于6月

16 日至 6 月 17 日在长影世纪城举

行。本次活动旨在搭建市民群众文化

风采展示平台，借助群众积极参与舞

蹈表演这一良好载体，快速传播消夏

节活动信息，促进大众积极参与到消

夏节各项精彩活动中，提升消夏节市

民关注度。

系列六系列六：：清雅文化游清雅文化游

定格长春之美，留下最美回忆。

2018长春春夏摄影大赛于5月至9月

举办，组织广大摄影爱好者定格长春

春之美、捕捉长春夏之魅，并借助这种

活动形式，激发人们热爱长春、宣传长

春，吸引更多游客来长春旅游、观光，

开展经贸往来。

第六届中国梦想杯书画大赛颁奖

大会暨首届长春知北游艺术节将于6

月21日至6月30日在巴蜀映巷举办，

展示第六届中国梦想杯书画大赛获奖

作品，并邀请2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

知名书法家在长春采风，并以长春旅

游为主题开展书画艺术创作，留下书

墨瑰宝，镌刻长春印记。

系列七系列七：：清闲购物游清闲购物游

在长春，到各大商场享受清凉、参

与夏季促销活动是女士们消夏的最

爱。消夏购物也是人们休闲消夏的不

错之举。

提到长春的购物，就不得不提欧

亚新生活购物广场。这里有400多个

品牌，是超大规模一站式体验购物中

心，交通便利，紧邻南湖公园，力求为

春城人民带来高品质的新生活。

欧亚新生活打造三大主题街区，

灵感取材于《哈利波特》，汇集各路特

色小商品、特色商街对角巷——市内

时尚青年淘宝第一站，位于负一层的

对角巷，是个拍照的好地方，一放假就

吸引无数潮男潮女。

09长春专刊
Email:jlrb18@126.com 电话：（0431）88600721 2018年6月7日 星期四 编辑 冯伟鹏

开幕式活动——长春“开心消夏乐”

2018年6月16日至6月18日，中国长春消夏节组

委会将在长影世纪城将举办开幕式仪式、消夏音乐节、

消夏生活集、消夏盛装巡游、消夏艺术展、百姓健康舞

表演等六小项主要内容。

开幕式仪式

6月16日，长影世纪城内将举办第十二届中国长

春消夏节旅游形象大使、形象标识、主题歌和吉祥物发

布活动，长影世纪城同时亮灯，同时进行开幕式演出。

消夏音乐节

6月16日、17日，在长影世纪城，组委会将特邀梁

博、权振东、高扬、付豪及10支乐队等嘉宾，举行消夏音

乐节。现场的游客们可以在激情、欢乐与惊喜中度过

了这场音乐盛宴。

消夏生活集

6月16日—6月18日，长影世纪城内将设置田园生

活、民俗之美、风尚大赏、动感地带、国际美食、露营阵

地、旅游行业联展及移动书店等8大区域，通过整体概

念设计、创意设计、空间布局设计及活动形式、活动内

容策划，体现长春文化旅游蓬勃发展的活力。

消夏艺术展

6月16日—23日，消夏艺术展将在吉林艺术学院

内举办，展示大学生毕业设计作品和教师优秀作品。

在消夏艺术展上设置最具艺术价值奖、最受市民欢迎

奖、最具市场潜力奖等奖项。让市民参与到艺术活动

中来，拉近艺术与市民之间的距离。

消夏盛装巡游

6月16日、17日，长影世纪城内将举办消夏盛装巡

游，分为吉祥物方队、吉林艺术学院主题表演队、景区

表演方队，艺术学院学生身着消夏节吉祥物服装、主题

地域文化服饰，重点景区演职人员身着景区特色服饰，

一路载歌载舞，与游客亲密互动。

百姓健康舞表演

6月16日—6月17日，长影世纪城内将搭建市民群

众文化风采展示平台，借助群众积极参与舞蹈表演这

一良好载体，快速传播消夏节活动信息，促进大众积极

参与到消夏节各项精彩活动中，提升消夏节市民关注

度。

净月潭森林马拉松赛

6月17日，长春净月潭森林马拉松赛在净月潭国

家森林公园举行，本次大赛是我国引入的瑞典瓦萨三

项赛事之一。马拉松赛赛道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赛

道，因其较路跑马拉松更为生态、健康，被中国体育报

誉为最有特色的马拉松。赛事包括男、女全程（42.195

公里）、半程（21.0975公里）森林越野马拉松及7公里

迷你马拉松等类别。

净月潭森林山地自行车马拉松

8月26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将举办净月潭森

林山地自行车马拉松活动，该项活动是我国引入的瑞

典瓦萨三项赛事之一，今年是比赛落户中国的第四

年。比赛共分为两圈的60公里组和单圈的30公里组

两个组别。整体赛道难度适中，具有高低难度交替的

特点，囊括了碎石路、砂土路、公路、林道、连续上下坡、

S形弯道以及陡坡路等。

海外媒体聚焦长春消夏节

6月14日—6月18日，组委会将邀请海外媒体在消

夏节开幕式期间到长春采风，参与消夏节活动，体验消

夏产品，感受长春22℃的夏天。

第六届中国梦想杯书画大赛颁奖大会
暨首届长春知北游艺术节

6月21日—6月30日，第六届中国梦想杯书画大赛

颁奖大会暨首届长春知北游艺术节将在巴蜀映巷举

办，展示第六届中国梦想杯书画大赛获奖作品，并邀请

20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书法家在长春采风，并以长

春旅游为主题开展书画艺术创作，留下书墨瑰宝，镌刻

长春印记。

“游长春美景 看城市变化”
夏季主题游活动

6月—9月，长春市各景区将开展“游长春美景 看城

市变化”夏季主题游活动，通过活动的举办使人们了解

长春的发展，感受城市的变化，并继续通过对特殊群体

的免费体验活动，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推动幸福长春建

设。

2018走遍长春城市定向赛

6月24日，长春市区新景观和经典旅游景点将开展

2018走遍长春城市定向赛，城市定向活动是一种体育+旅

游以及娱乐+健身的比赛形式。比赛氛围轻松活泼，注重

参与者的体验感，同时还可以领略城市风光与美景，非常

适合大众参与。

6月6日下午，第十二届中国长

春消夏节组委会全体会议暨新闻发

布会上，本届消夏节精心烹制的33

道“大菜”惊艳全场。从6月16日起

至9月3日，80天的时间里，这款款

美味将为全体游客和市民奉上一场

消夏盛宴。

自2007年以来，伴随着长春的

发展进步，连续举办十二届的长春

消夏节不断成长壮大，丰富多彩的

活动安排，日益焕发的清凉魅力，赢

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造就了蜚

声国内外的消夏盛会，成为长春百

姓和广大游客的节日。

本届消夏节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冰雪和避

暑旅游产业的实施意见》，以品牌活

动落实全省旅游产业推进大会精

神，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持续

延伸消夏产业链条，不断丰富百姓

夏日生活，全力打造东北亚区域性

文化旅游名城。以“清爽夏日，幸福

长春”为主题，由长春市政府、吉林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长春市旅

游局，长春各县（市）区、开发区旅游

主管部门，各旅游及相关行业单位

承办。

开幕式仪式、消夏音乐节、消夏

生活集、消夏盛装巡游、百姓健康舞

表演、消夏艺术展、净月潭森林马拉

松赛、净月潭森林山地自行车马拉

松、海外媒体聚焦长春消夏节、第六

届中国梦想杯书画大赛颁奖大会暨

首届长春知北游艺术节、“游长春美

景 看城市变化”夏季主题游活动、

2018走遍长春城市定向赛、南关区

第二届市民文化消夏艺术节、宽城

区2018休闲消夏文化旅游节、二道

区第二届居民消夏节、绿园区消夏

系列活动、经开区消夏系列活动、汽

开区消夏系列活动、莲花山度假区

消夏系列活动、九台区文化消夏旅

游节、榆树消夏系列活动、2018长春

春夏摄影大赛、第五届中国双阳梅

花鹿节、伪满皇宫博物院消夏系列

活动、第四届“黄龙杯”全国马术场

地障碍冠军赛暨长春农安马文化旅

游节、第二届长春莲花山山地自行

车娱乐赛、第八届净月潭龙舟赛、

2018 长春净月潭 Superman 国际骑

跑2项赛、海之恋消夏狂欢嘉年华、

长影世纪城第二届消夏彩灯文化

节、2018长春北湖国际观灯节、凯撒

森林温泉度假区系列消夏活动、第

五届天怡温泉荷花节等33项特色

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对长春消

夏节充满期待。

本届消夏节期间，还将推出丰富

多彩的系列产品和精品线路，满足各

类消费者的多样化的消费需要。

七大项主体活动 全民品味消夏大餐

【生态美景游】净月潭景区——东北虎园——长春农业博览园

【研学亲子游】长影旧址博物馆——孔子文化园——吉林省科技文化中心

【遗迹民俗游】伪满皇宫博物院——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

【电影雕塑游】长春世界雕塑公园——长影世纪城

【亲水消夏游】海之恋广场——关东文化园——剑鹏马城

【长春48小时】

“走进长春 畅游无限”

第一天：伪满皇宫博物院——净月潭景区——凯撒森林温泉度假区

第二天：世界雕塑公园——城市规划馆

“光影穿越 生态风情”

第一天：东北虎园——长影世纪城——天怡温泉度假村

第二天：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长春世界雕塑公园

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六条精品旅游线路 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盛夏避暑玩遍长春

本报撰稿 孟凡明 陈鑫源 薛玉霞 图片提供 长春市旅游局

第十二届中国长春消夏节将于6月16日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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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系列产品
点燃全城消夏激情

焕然一新的海之恋广场 每年一度的森林马拉松赛成为市民游客广泛参与的重点活动

美轮美奂的长影世纪城彩灯群

畅享清爽的净月潭滑道

22度的长春成为中外游客的避暑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