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旅游信息员团队成立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张卫建) 66月月1144日日，，滨滨
州州旅旅游游信信息息工工作作会会暨暨齐齐
鲁鲁晚晚报报““滨滨州州旅旅游游周周刊刊””
创创刊刊座座谈谈会会举举行行，，来来自自全全
市市各各区区县县旅旅游游局局、、重重点点旅旅
游游企企业业、、旅旅游游强强乡乡镇镇及及全全
市市主主要要旅旅行行社社相相关关负负责责
人人参参加加。。

滨滨州州市市旅旅游游局局副副局局
长长张张传传礼礼在在会会上上强强调调，，发发
展展滨滨州州旅旅游游事事业业，，是是建建设设
生生态态、、美美丽丽、、幸幸福福新新滨滨州州
的的重重要要内内容容，，也也是是滨滨州州人人
的的““刚刚性性需需求求””。。宣宣传传滨滨州州
旅旅游游、、打打造造滨滨州州旅旅游游精精品品

线线路路、、包包装装滨滨州州一一日日游游和和
二二日日游游，，都都离离不不开开媒媒体体的的
配配合合。。““滨滨州州旅旅游游周周刊刊””的的
创创办办，，是是滨滨州州旅旅游游事事业业发发
展展史史上上的的大大事事，，从从此此，，滨滨
州州旅旅游游有有了了自自己己的的对对外外
宣宣传传、、对对内内宣宣传传、、对对上上宣宣
传传的的主主阵阵地地。。

多多年年来来，，山山东东省省旅旅
游游局局一一直直与与齐齐鲁鲁晚晚报报进进
行行旅旅游游宣宣传传方方面面的的深深度度
合合作作，，合合办办的的《《玩玩周周刊刊》》
已已经经成成为为山山东东省省旅旅游游宣宣
传传的的主主阵阵地地之之一一，，双双方方
合合作作主主办办的的各各种种评评选选，，
已已经经成成为为中中国国游游客客评评判判

山山东东旅旅游游的的风风向向标标。。为为
进进一一步步增增强强滨滨州州市市旅旅游游
宣宣传传力力度度，，及及时时传传达达市市
旅旅游游局局行行业业管管理理信信息息，，
充充 分分 展展 示示 各各 旅旅 游游 景景 区区
((点点))、、涉涉旅旅企企业业的的形形象象，，
积积极极刺刺激激拉拉动动滨滨州州旅旅游游
消消费费，，旅旅游游周周刊刊将将发发挥挥
重重要要的的平平台台作作用用。。

会会上上，，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今今
日日滨滨州州相相关关人人员员就就滨滨州州
旅旅游游周周刊刊的的创创办办理理念念、、版版
面面内内容容等等为为参参会会人人员员做做
了了详详细细介介绍绍，，经经过过深深入入沟沟
通通交交流流，，各各旅旅游游企企业业、、旅旅
游游强强乡乡镇镇及及全全市市主主要要旅旅

行行社社相相关关负负责责人人都都对对旅旅
游游周周刊刊给给予予了了高高度度评评价价
并并发发表表了了各各自自的的想想法法和和
建建议议。。

““希希望望与与会会的的各各单单位位
能能够够加加强强对对宣宣传传工工作作的的
认认识识，，提提高高自自身身宣宣传传能能
力力，，借借助助齐齐鲁鲁晚晚报报成成熟熟、、
专专业业的的采采编编队队伍伍和和在在滨滨
州州乃乃至至全全省省的的强强大大影影响响
力力，，努努力力做做好好做做强强我我市市旅旅
游游工工作作的的宣宣传传，，创创造造更更大大
的的旅旅游游效效益益，，推推动动我我市市旅旅
游游发发展展。。””滨滨州州市市旅旅游游局局
副副局局长长张张传传礼礼在在接接受受记记
者者采采访访时时表表示示。。

平日做导游，是在引领别人
的旅途，其实，回顾这几年的导游
生涯，都是在引导自己的人生，以
及感受旅途中的感动，导游这个
职业我乐在其中。

这几年的经历带给我最大的
收获就是停止了抱怨，之前我的
脾气不太好，经常抱怨、发脾气，
受不得半点委屈，经常被同事开
玩笑地称为“小怨妇”。而现在在
旅行社里面，我已是脾气最好的
同志之一，还经常被客人称赞温
柔、性格好，服务好……俗话说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现如
今，在我身上，很难寻出之前“小
怨妇”的影子。

记得有一次带团过程中，身
体不适，肚子疼得厉害，之前并
未得过肠胃炎的我，以为只是普
通的肚子疼，并未在意，一直坚
持给游客做讲解，带领大家在景
区参观游览。一直到下午5点钟，
为了让游客多一点的时间游览
拍照，给大家多留了半个小时的
自由活动时间。原本以为休息半
个小时差不多会好，但是我高估
了自己的身体及智商。在这半小
时里，上吐下泻伴有发烧，导致
客人大部分都已回到车时，我还
在洗手间没有出来。这时车上的
游客人已经颇有微词，其中有一
位客人开始大声吵闹发泄不满，
和司机师傅吵了起来。之后又过
了十几分钟，我才到了车上，给
大家道了歉，带大家去用餐 (这

时还不知道车上的吵架事件)。
还好用餐和住宿在一个地

方，所以给大家安排好住宿后，我
就立即赶往附近的医院，在医生
的帮助下，打完点滴好多了。在这
过程中从别人口中我得知了车上
的吵架的那一幕。当时，我感觉自
己特别委屈，特别想找那位游客
争论一翻，但是平静下来想一想，
不管原因是什么，都是由于我个
人的原因耽误了游客的时间，这
就是我的不对。于是我决定向那
位客人道歉，没想到第二天我给
他道歉的同时他也正要和我道
歉，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我们至
今还是很好的朋友。

感谢这一个行业改变了我，让
我在快乐工作的同时，结交了很多
各行各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想对
于我之后的道路会是一笔不小的
财富，是做导游的经历让我停止了
抱怨，捡起了久违的微笑，喜欢现
在的我，更喜欢现在的工作。
(通讯员 毕培培 记者 杨青)

做导游，我少了抱怨多了微笑

都说世上没有最轻松的职业，只有最乐于
体尝的心。在导游的队伍里，也许你和她都看
到了相似的风景，但却捕捉了不同的故事。在
你收藏的万千山水里，谁是最动人的过客？我
们为您铺开宣纸，请您留下真情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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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
滨 城 区 三 河 湖 景

区、邹平鹤伴山森林风
景区、无棣碣石山旅游
风景区

省内：
1、泰安天乐城水世界

亲子游
线路亮点：炎炎夏日,

何不一起来体验美妙的天
乐城水世界。园内配有大
喇叭滑梯，六彩竞赛滑毯
滑梯、漂流河、大型水寨、
造浪池、冲天回旋等15项
当前世界最流行的水上游
乐项目，是舒适度最佳的
室内四季水上娱乐项目。
泰安天乐城水世界一个欢
乐、新鲜、刺激的神奇之

旅!
2、沂水地下大峡谷、

荧光湖游
线路亮点：体验江北

第一长洞、中国暗河第一
漂流。游览一河、九泉、九
宫、十二瀑、十二峡等一
百多处景点，欣赏“松山
冰雪”“冰瀑”“双塔玉灯”
等钟乳石奇观，体验中国
最长的溶洞漂流。沂水地
下萤光湖洞顶上布满成
千上万的萤火虫，一眨一
眨犹如夜间闪烁的星星。

3、蓬莱、长岛海上休
闲深度二日游游

线路亮点：一直被誉
为人间仙境的蓬莱，这里
象征着和平、自由，还有
充满奇幻乐趣的海底世
界；蓬莱港乘观光游轮到
达未经任何雕琢的天然
岛屿，除了常规行程中的

长岛，更可以带游人抵达
中国第二蝮蛇王国、长岛
海上国家森林公园……

4、威海大乳山休闲度
假游

线路亮点：游览“山
东卫视快乐向前冲”拍摄
地，以“福地养生，母爱温
情”文化主题，集观光游
览、休闲度假、康体养生、
文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
性旅游胜地大乳山海滨
旅游度假区：共有荷和双
福景区，东方琉璃世界、
耕渔知趣、母爱千年文化
苑、中华养生园和瀛洲仙
踪等各大功能区。

省外:

北戴河三日游
★【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

城第一关举
★【鸽子窝公园】-在鹰角
亭踏寻伟人的足迹
★【奥林匹克公园】-观百
年奥运主题浮雕墙，学习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

承德避暑山庄坝上草
原四日游
★【承德避暑山庄】-赏世
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
★【帝苑梦华】-晚承德大
剧院观看大型皇家歌舞
诗，再现盛世盛境
★【坝上草原】-水的源头，
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
海洋
★【七星湖湿地】-景区集
森林、草原、草甸、沼泽和
水体为一体，优美之极
★【月亮湖景区】-徜徉百
花坡，白桦林，欣赏草原湖
泊的魅力

(本报记者 杨青)

滨州康辉旅行社导游马
帅，从事导游行业四年。

阳信旅游迎来荣誉牌

6月18日上午，滨州市旅游
局组织人员对阳信万亩梨园风
景区和金阳街道办事处梨园郭
村两处已命名的乡村旅游单位
进行复核。

据了解，阳信县水落坡镇和
山东鼎龙民俗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分别于去年12月份被山东省
旅游局命名为山东省旅游强乡
镇和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18
日，在山东鼎龙民俗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举行了山东省旅游强乡
镇和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的
授牌仪式。图为，6月18日上午，
在水落坡镇鼎龙民俗文化展厅，

市旅游局副局长张传礼将“旅游
强乡镇”荣誉牌送到水落坡镇党
委书记张新国手中。

(通讯员 朱金来 马红光
记者 杨青 摄影报道)

云南-丽江-一米阳光，一个
梦开始的地方，曾经承载着一个
少女美丽的梦想，让她为之魂牵
梦绕了许多年，有一天，终于可
以背上行囊，去寻找遗失
的美好…… .

一大早开
始坐车，奔向我
梦想中的天堂—
丽江，期待，还是
期待。云南的公路
仿佛特别长，大巴
行驶在蜿蜒的盘山
公路，征服了一座座
大山，却不知道哪里是
尽头，云南的天永远都
是那么纯净，高远，让人
心旷神怡。从车窗往外望
去，远处是瓦蓝的天空，躲
在白云里的是一座座高耸的
山头，不敢近看，仿佛脚下就是万丈

深渊，总有些后怕。傍晚六点，汽车
终于开进了丽江，找个宾馆住下，直
奔 古城。导游是丽江本地纳

西族的小伙，一路讲解
了丽江的由来，古城里
没有一条江叫丽江，
而环绕古城的水是
三江汇合而来，后
改名丽江。她的出
名来自一场大灾
难，一场突如其
来的地震几乎
摧毁了古城的
所有原貌，也
让世人记住
了 这 个 美

丽的名字，后来
在友人的援助下，发展

成为今天的丽江古城。
徒步走进古城，到处人头攒动，

灯火辉煌，环绕古城流淌着潺潺的

江水，清澈见底，鱼儿在里面欢快的
畅游，木头雕花的阁楼倒影在沿街
的小河里，仿佛在像世人述说她古
老的传说，美女们着一身古色古香
的扎染的民族风味衣裙和披肩，随
便往哪里一站，都是一道美丽的风
景。夜晚的古城就像刚睡醒的婴儿，

用最饱满的热情和笑脸迎
接客人的到来。

走进四方街—古城
的中心，一群人正围着
一堆熊熊篝火疯狂地
舞动，被火光映红的
脸上露出原始的野
性和快活，仿佛所
有的烦恼和不快
都燃烧在烈火
中。穿着高跟
鞋走在高低
不 平 的 青
石 板 路
上，有一
种 想 把
鞋 扔 掉 的 冲
动，累了，找一家小
吃店歇歇脚，坐在低矮的木
阁楼里，品尝一份丽江粑粑和鸡豆
凉粉，是一件很惬意的事。随便走进

一 家 小店，琳琅满目的都是花花绿绿的
扎染裙子和布匹(披肩)、手绣荷包，

绣花布鞋……还有一个店门
口，一位摩梭族姑娘，正

用灵巧的双手飞
舞出一匹匹
好 看 的 披

肩，忍不住也
买上一些拿回

去显摆。即将消
逝的古老而神秘

的东巴文化，附带
着一个个美丽的爱

情传说，在古城里出
现，一个神奇的民族，

用它特殊的文字来唤醒
人。

(滨州游客 植海燕
记者 杨青 整理)
请该游客持有效身份证件

到本报编辑部领取稿费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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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跟我走吧

消夏避暑，快去清凉一“夏”
经经过过几几天天凉凉爽爽的的阴阴雨雨天天，，近近日日滨滨州州市市气气

温温再再次次升升高高，，天天气气炎炎热热““消消夏夏避避暑暑游游””也也跟跟着着
热热了了起起来来。。滨滨州州市市各各大大旅旅行行社社反反映映，，威威海海、、蓬蓬
莱莱、、日日照照、、青青岛岛…………这这些些城城市市都都是是海海滨滨旅旅游游的的
热热门门景景点点，，就就长长线线而而言言，，内内蒙蒙古古大大草草原原风风情情
游游、、大大连连避避暑暑游游等等线线路路受受到到市市民民的的青青睐睐。。

哪哪里里的的风风景景最最宜宜人人，，哪哪里里才才能能除除去去燥燥热热，，
身身心心好好好好地地清清凉凉一一夏夏？？记记者者联联系系滨滨州州多多家家旅旅
行行社社向向大大家家推推荐荐以以下下避避暑暑游游线线路路，，快快来来看看看看
计计划划一一次次清清爽爽之之旅旅吧吧！！

每一次旅程都是一次身心的洗礼，每一次快门的按动都是幸福的记
忆，行走旅途秀出人生，快来晒一晒你的旅途吧。您可拨打电话
18769644206咨询，也可将稿件发送邮箱1078682119@qq.com，期待您的参与！云云云云云南南南南南-----丽丽丽丽丽江江江江江的的的的的柔柔柔柔柔软软软软软时时时时时光光光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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