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要考中级导游，算了一下
自己从事导游工作的时长，40个月，
3年多的时间，我奉献了青春，也苍
老了容颜。

记得那年刚刚大学毕业，怀着
对这个行业的无限憧憬加入了旅游

大家族。看着前辈们为了出团的各
种事宜忙碌的身影，我羡慕得有些
嫉妒。又是一年毕业季，不论是将毕
业的高中学子，还是即将踏进高中
的孩子们都有了难得的假日，于是
作为导游，我有机会带着的他们体
验大连的浪漫。

到蓬莱坐船还是经历了一番折
腾的，半夜里的等待却是熬人的，对
大连的幻想，对毕业旅行的期待，让
这群本来就朝气蓬勃的孩子兴奋到
极致。一夜的颠簸跟嬉闹终于到达了
梦寐以求的魅力之都大连。夏日的海
边早上还是很凉的，一出码头，那本
该惺忪的睡眼忽然就有了光彩，看着
孩子们好奇的眼神我也不自觉地对
这座城市有了一丝的幻想。

带领他们参观的第一处景点就

是旅顺海港。人们说一座旅顺口，半
部中国近现代史。站在这碧水蓝天
的码头旁，我听着海鸥诉说着这里
的柔肠。在旅顺短暂的停留后我们
就进入了大连市区。干净的街道，浪
漫的气息，湛蓝的天空，个性的楼
房，那唯美舒适的环境让你忍不住
想拥抱这里的一切。

大连的星海广场被誉为是亚洲
最大的广场，书本式的建筑风格配
上大海的广阔。星海广场的建设是
因为纪念香港回归，于是上面刻九
条龙象征着九州儿女全是龙的传
人。在通往老虎滩的路上，我们走过
了大连的海滨路。一面山，一面是
水，然后执子之手，海誓山盟。

旅游就是这样，在故乡之外的
地方寻找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同

的风土人情，站在大连的港湾，我
看见沙鸥翔集，我听见惊涛拍浪。
原来你不但美丽，而且动情。

短暂的相遇，就这样在登上码
头的时候结束了，出来四天的孩子
们也终究是累了，回家的路上没有
了往日的欢笑。躺在床舱狭小的铺
位上，我轻轻地对他们说：“你们很
幸运，在毕业的时候还能有这样一
次集体活动。”他们不以为然，告诉
我说他们说好了还有以后，我笑着
没有说话。真的是年轻啊，想想十
年前的我们，也曾在这个年纪许下
不变的誓言，然而一晃十个春秋各
奔东西还有的去了天堂。十年，说
长不长却可以改变心境，拉远距
离。迷离中，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孩
子们啊，听姐姐的话，活在当下，珍

惜你们今天的相聚，因为未来很
远……”。

外面海风轻
轻地吹，海浪轻
轻 地 摇 … … 大
连，再见!
(通讯员 李晓菲

记者 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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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雨，滨州庄园景点无积水
本报讯 9日夜间至10日清晨的一场强降雨，导

致滨州市很多地方出现积水现象，其中滨城区尤为严
重，多数道路、居民小区因排水不畅变身“海洋”。记者
联系滨州市孙子兵法城、魏氏庄园、杜受田故居等几
处封闭式庄园景点了解到，强降雨过后，各景点内排
水良好，并未出现如居民小区似的积水现象。

“前几年景点曾出现过积水现象，去年雨季之前
我们对景区内的排水系统进行了整改，清理下水道淤
积，此后就再没出现过积水现象。”孙子兵法城牛经理
介绍。据了解，魏氏庄园景区同样在去年对排水系统
进行了整改，“早在景点建设时，考虑到景区距离黄河
太近，所以地基就建的比路面高出好几米，再加上排
水系统整改，所以强降水没有导致景点积水。”魏氏庄
园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 杨青)

鹤伴山迎来公安系统登山比赛

7月5日，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鹤伴山迎来
“全市公安系统登山比赛”。滨州市6县2区公安系
统选拨出来的30名登山运动员齐聚鹤伴山，选手
沿登山路经长生苑至山顶鹤寿亭，比赛行程3公
里。

(通讯员 周猛 记者 杨青)

为咱滨州中小学生开启“海之梦”
蔚蓝的大海，金色的沙滩，总是让人神往。相信，每

个人都怀有一个海洋梦，尤其是对于内陆地区的孩子
们，他们对海洋充满着无限的憧憬。孩子们都想亲近大
海：赤着脚踩在柔软的沙滩上，嗅着大海的味道，在习习
海风中边奔跑边领略大海的浩瀚无边，波涛汹涌；踩着
浪花，在海滩边捡拾形状各异的贝壳和卵石，追逐着随
处乱游的小鱼。一说到大海，无限的遐想边浮现在孩子
们的脑海中，畅玩海边已成为孩子们心中期盼已久的梦
想。

为了让全省小记者实现自己的蓝色海洋之梦，本报
“烟威海洋梦想之旅——— 齐鲁晚报全省小记者暑期联谊
夏令营”正式启动，活动旨在让全省小记者在领略烟台
海洋魅力的同时，了解海洋军事、经济和文化，接受专业
的军事训练和小记者采访、摄影及写作培训，并与参加
活动的小记者结为朋友一起共同欢度一个快乐的暑假。
夏令营结束后，主办方将整个活动过程制作成光碟留给
孩子们做纪念。

【夏令营时间】
第一营：2013年7月6日-7月12日
第二营：2013年7月15日-7月21日
第三营：2013年7月24日-7月30日
第四营：2013年8月2日-8月8日
第五营：2013年8月11日-8月17日
咨询电话：滨州青年旅行社 3217078 3327807

本报编辑部电话：18769644206

邹平县嘉业生态园迎来登山节

7月6日，由邹平县文化体育和旅游事业发展
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邹平县委员会、西董街
道办事处联合举办的“美丽中国梦，快乐登山节”
在邹平县嘉业生态园举行。活动共吸引了300余
名选手参加，其中青少年占绝大比例。本次登山
活动，旨在通过户外登山旅游的形式，培养青少
年积极主动追求梦想的心态和勇气，让更多的人
走近大自然，呼吸新鲜空气，强身健体。

(通讯员 周猛 记者 杨青)

他们的旅行 我的大连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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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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孙子兵法城景区内情景。 通讯员 夏晶 摄

雨后魏氏庄园景区内情景。 通讯员 胡美宝 摄

时间 特训内容 时间 特训内容

D
1

梦
想
起
航

上午
各地记者安排小记者前往威海，
大概中午12点—2点到威海旅游
码头。

D
2

海
洋
军
事
之
旅

上午
整理内务、军事基础训练、军事技
能训练军体拳训练、防身术训练

下午

进入刘公岛训练基地，随后进行
军人形象训练及军事基础训练。
最后参观水兵内务和参观刘公
岛国家级森林动物园

下午

参观刘公岛博览园和甲午战争
古炮台、中日甲午战争博物馆、中
日甲午战争陈列馆并穿插感恩
教育。

晚上
班务会：明确纪律；教唱军歌电
影《甲午海战》

晚上
学唱军歌；
电影《冲出亚马逊》或《国庆
大阅兵》

D
3

军
事

上午军事基础训练和军事技能训练

D
4

海
洋
文
化
之
旅

上午

军事基础训练后进行整理行
装，准备结束军训生活
带着收获，快乐出发下一站烟
台

下午
自救自护课程之后，参观北洋
海军忠魂碑，并举行绿色环岛
游、沙滩亲海游

下午

办理烟台营地入住手续参观烟
台博物馆，并指导小记者进行现
场采访。随后参观烟台山景区及
烟台三环博物馆

晚上
迷彩少年军事阅兵、总结回
顾。

晚上
对小记者们进行新闻采访、摄影、
写作培训及礼仪培训，为接下来
的采访参观做准备。

D
5

海
洋
魅
力
之
旅

上午

早7点集合乘车开赴蓬莱游览亚
洲最大的蓬莱海洋极地世界。接
受一场海洋科普教育，领略海洋
世界的魅力。 D

6

海
洋
经
济
之
旅

上午

参观北极星钟表博物馆和张裕
酒文化博物馆，了解近代中国钟
表及葡萄酒的发展历史及烟台
本地全国知名企业。

下午

组织小记者进行海边沙雕大赛，
由专业老师指导制作沙雕，组织

“海边寻贝壳，净化海洋环境”的
公益活动。

下午
到烟台知名海洋产业企业参观，
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小记者现场
进行采访，了解烟台海洋产业。

晚上
组织小记者利用白天寻找到的
贝壳，在手工老师的指导下将贝
壳制作成工艺品。

晚上
进行新闻采访+摄影+写作培训，
组织结营联欢，总结此次夏令营，
并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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