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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盗墓”，恐龙园万圣季全
民玩“鬼”

2016 年 10 月 1 日-11 月 13 日，中华恐龙园万
圣季将重装来袭，恐龙园率先扛起主题景区洋节本
土化的大旗，开启盗墓元年，华东最大的盗墓主题鬼
屋《盗墓恐龙山》全新亮相，领衔 6 大主题实景鬼
屋，囊括监狱、医院、剧院、山洞、博物馆、墓穴各种惊
悚风格，同时联动各大网络直播平台，44 天全天候
鬼屋直播，让游客通过网络，都能感受到鬼屋内的惊
险历程，而恐龙园万圣品牌活动“鬼差招募”将再次
升级，千人“盗墓祭”将万元招募1000名直播达人，
以第一视角带领大家领略恐龙万圣季的盛况。

恐龙园上演“盗墓祭”，盗墓恐龙
山开启终极恐吓

今年万圣季恐龙园将会再次增加“鬼屋”数量，
并加入大量本土元素，将惊吓体验提升至极点。此次
万圣节鬼屋共有6间，其中今年全新打造的“盗墓恐
龙山”，耗资千万打造，将以倒斗者的第一视角挑战盗
墓主题鬼屋的终极惊吓。“盗墓恐龙山”将主打当下大
家最熟悉的恐怖元素——“墓穴”主题，让参加者感受
盗墓的恐怖旅程。有别于此前的小组体验，今年参加
者也可以单人的历险模式，在“张起灵”的带领下，前
往“阴曹地府”。鬼屋主要设计师表示，在“盗墓恐龙
山”中，参加者将在10-15分钟体验时间内都迷失在
恐龙山的露天墓穴之中，可谓是“零自主”，所到之处
及所见之物完全由“张起灵”控制。面对种种惊吓完
全无法躲避，再加上细致的场景和逼真的3D环回立
体音效，绝对是挑战个人极限的体验。

1056小时全程直播，不出门就
能玩转6大鬼屋

万圣季成群结队闯鬼屋、扮鬼怪想必是很多年
轻人的选择。但是有一部分胆小的网友至今没勇气
去鬼屋逛一圈，甚至还没见过鬼屋的真面目。然而
今年万圣节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鬼屋体验方式——鬼
屋直播，恐龙园联动映客、新浪、龙珠、奇秀等各大直
播平台，对鬼屋进行现场实时直播，网友通过网络远
程观看，那画面简直太刺激。据了解，在今年万圣节
主题活动期间，中华恐龙园 6 大鬼屋现场共安装了
十几台智能摄像机，万圣季 44 天时间，主要用于对
鬼屋进行 24 小时现场实时直播。通过网络直播平
台将现场游客的实时体验、惊恐花絮、搞怪表情和所
有的网友进行分享，参与直播的鬼屋有盗墓恐龙山、
14号医学研究所、水狱惊魂、红魔坊，大家还可以边
看边发表评论，惊险和有趣，线上和线下的双重感
受，让每个人都参与到万圣之中。

鬼差招募再升级，1000名网红
主播万圣趴

恐龙园万圣季是一年一度的“群魔出街”的日
子，在每年 10 月-11 月，恐龙园内都会上演奇幻的
万圣变装 show，20 天的万圣夜场，也成为游客的

“变装夜”，大家都得换下平时的正儿八经，披上各色
平日不敢示人的戏服；今年，恐龙园将升级“鬼差招
募”活动，招募1000名网红主播，一起来恐龙园参加
恐龙园万圣潮趴，惊险刺激的六大鬼屋，百鬼夜行的
鬼域惊魂花车大巡游，以及兽血沸腾万圣趴，都将成
为主播的直播秀场，上演线下万人嗨玩，线上千人直
播的空前盛况。

中华恐龙园：

盗 墓 主 题 鬼 屋盗 墓 主 题 鬼 屋 、、4444 天 千 人 直天 千 人 直
播播、、万元鬼差招募⋯⋯万元鬼差招募⋯⋯

东方盐湖城位于中国道教圣地金坛茅
山，以茅山特有的“山、水、茶、盐、药、泉”六大
资源及道文化、金坛地缘文化为依托，打造
国内首个集休闲度假、文化展示、互动体验
等多主题的山水文化旅游度假型景区。

今年年初，位于东方盐湖城核心区的
道天下景区云开城现，根据东方远古对宇
宙生成和自然构成的理解，以中国文化之
根——八卦为破题立意，通过“太极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策划激活，
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传承、自然生态和科
技体验完美融合。以“一观八院十家宿，廿
馆百铺千间房”等特色旅游产品将道文化
主题山镇打造成为全家人的度假胜地。秋
天走进茅山自然山水，感受这座魏晋道风
山镇中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尽享跨越千年
的逍遥闲养之旅。

趣游山镇，品味文化之美。八卦院
落，以“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为题
的八院分布在整个景区，从乾天穹天幕影
院中的盘古开天，到坤地谷地宫漂流里的
女娲补天，白云湖畔晨钟暮鼓上演气势恢
宏的山水实景演出，兑盐藏的盐神宝藏与
惊艳飘洒的撒吉盐演出，带你体验中华传
统精髓的创意文化。走过 20 多座文化展
馆，感受汉文化、道文化、非遗文化等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玄妙之处，以汉文化精
髓——成语为主题的知道坊，展现国家级
非遗文化“金坛刻纸”的纸花阵，研究和传
播“易经”“道学”“国学”的白云书院，首次
从道教视野解读性文化养生的中华性文

化博物馆等，在学习中逍遥游乐，在游乐中
体验文化之意。

玩在山镇，享受逍遥之意。置身茅山小
镇，流传千年的民俗演艺带你穿越时光，领略
江南山镇的繁华与多彩，更有融歌、舞、杂技、
戏剧为一体的情景表演《山水情》、嘻哈与太
极碰撞出的爆笑原创功夫喜剧《嘻哈道》，每
天准时精彩上演。山镇有美景，山镇亦有美
食，从回味无穷的民间小吃到地道至味的茅
山本地佳肴，从火热畅快的烧烤大餐到精致
美味的西式菜品，山镇里的美食满足你挑剔
的舌尖。夜游山镇感受灯火阑珊下的别样风
情，亦可夜宿充满江南山镇特色的主题山居、
盐泉·涵馆、虫二客栈，享受自然、古朴的度假
情趣。

今年常州动漫艺术周，位于F5展位的东
方盐湖城将带你领略逍遥山镇的魅力，再现
神奇的八卦院落与多彩的文化展馆，风格各
异的文化展品与精彩绝伦的民俗演艺也将与
大家见面，为你还原这座魏晋道风山镇。

此外，景区针对动漫艺术周推出相关活
动，凭动漫周门票在景区购票可获得等额票
价优惠。10 月-11 月，自带帐篷即可享受免
费山镇星空露营，坎水法与离火殿的露营区
也为游客提供帐篷租赁。重阳节期间，将针
对老年游客推出优惠套餐，在山镇感受怀旧
知青岁月。景区还推出夜间门票，60 元就能
感受山镇的美妙夜景与风情夜游。为了方便
市民及游客出游，常州市区现已开通东方盐
湖城旅游直通车，环球恐龙城、天宁寺、火车
站北广场三个乘车点每天多辆直达。

东方盐湖城：

相约神奇山镇相约神奇山镇
醉美逍遥游醉美逍遥游

有人说，面具是文化的表情，也是灵魂的表情。在亚洲，上古的
巫师戴着假面为人们架起与神灵沟通的桥梁，兰陵王用狰狞的面具
遮住他绝美的容颜；在非洲大陆，法老图坦卡蒙戴着黄金面具沉睡
在金字塔，古老部族在祈雨、婚娶、丰收时都离不开它；美洲、欧洲，
世界各地都有它的踪影，小小的面具中蕴含着多少神秘和文化，述
说着多少历史和故事。在9月15日-11月13日期间，淹城将把这
些都带回常州，并糅合中国现代流行文化，打造这个秋天整个华东
地区的文化演艺盛筵——假面狂欢季。在狂欢季期间，淹城将举办
世界面具文化艺术展、“假面人生”面具彩装主题巡演、假面嘻哈文
化节等一系列活动，让游客们能够切身感受面具文化的魅力。

在今年的假面狂欢季期间，淹城将打造“假面人生”面具彩装
主题巡游，届时，演员们戴上古时的祭祀面具、中国传统戏曲文化
的面具、古印度面具、古埃及王朝面具漫步在园区，各种文化和风
情将在淹城汇集和融合，让游客零距离体验。“十一”小长假期间，
淹城将以“假面人生”的主题打造舞台演出，再掀高潮。炫酷的面
具，精彩的演艺，点燃你的激情，此次“假面人生”主题晚会，整个盛
宴将分为序、傩、俑、礼、艳五个篇章，重点展示中国面具文化的源
远流长，精美的服饰、宏大的舞蹈将带我们回到那个激荡而神秘的
年代。

整个假面狂欢季期间，世界面具文化艺术展将在淹城园区展
出，经过千万年岁月的洗礼，那些遥远的古代文明早已灰飞烟灭，
可丰富多彩的古面具留下的生动形象，承载着现实与梦想，联结着
神灵与列祖，依然充满生命的气息，依然那样鲜活。世界各地的面
具历史都源远流长，美洲、非洲、欧洲都有着各自特色的面具文化，
这些都将在淹城进行展出。

此外，10月28日-10月31日，淹城春秋乐园还将带来最受熊
孩子欢迎的“萌”鬼糖果节，举办史上最萌的万圣舞会。人见人爱
的小丑、五彩缤纷的气球、秀色可餐的糕点、琳琅满目的糖果，每一
样都足以让这些孩子疯狂。届时，参加舞会的孩子们将带上最萌
的假面，变身为美羊羊、熊大、机器猫等形象，一起度过这个最狂欢
的舞会。

春秋淹城：

假面狂欢季假面狂欢季 淹城邀您淹城邀您
共赴文化时尚盛宴共赴文化时尚盛宴

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又到了出游的好时节，9
月 10 日-10 月 21 日动漫季期间，嬉戏谷“阿狸嬉
游记”活动强力来袭。常州嬉戏谷今年的动漫季有
萌货降临，阿狸将在嬉戏谷来一场嬉游记，说起动
漫，常州环球动漫嬉戏谷是不可多得的游玩好去
处，此次嬉戏谷的动漫季同样给游客们带来了不同
以往的漫风格。

网红表情嘉年华&阿狸嬉游记是此次动漫季
的主要呈现，阿狸表情灯会约 3000 盏动漫风格的
盏灯摇曳于淘宝大街上空，白天随风摇曳，夜晚灯
火通明；阿狸 IP 静态表情展选取了阿狸的日常经
典，萌货姿态展露无遗；当然更值得观看的还属10
月 1 日-10 月 7 日期间的阿狸街舞秀，萌货秀街舞
还是头一回哦，想要近距离和阿狸 PK 街舞的游客

们可要做好准备啦；国庆期间更有表情包大巡游，
邀你一起参加表情包互动游戏，定制的表情包面具
让嬉戏谷成为表情包乐园，其间更有现场表情包
PK赛等游客们参与。

嬉戏谷的动漫季除了能让游客们感受萌货们
的可爱姿态，更有游客福利奉上，9 月 10 日、11 日
教师节期间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窗口购票即
享买一送一，9 月 15 日-9 月 17 日、10 月 1 日-10
月 7 日中秋、国庆期间夜公园同步开放，让游客们
从早嗨到晚。

9 月 10 日-10 月 21 日网红表情嘉年华，萌
货、表情包、夜公园⋯⋯让你享受动漫季的可爱
萌动，快到常州嬉戏谷跟网红表情来一次亲密接
触吧！

嬉戏谷：

嬉戏谷动漫季嬉戏谷动漫季 萌货阿狸嬉游记萌货阿狸嬉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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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城春秋乐园

，常州

四大主题旅游景区将与艺术周实现联动

，

全城动漫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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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开幕还有距离开幕还有 天天77

主题旅游界四主题旅游界四 携手携手，，带你一起带你一起 highhigh！！““大腕大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