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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旅旅游游局局组组织织导导游游学学习习《《旅旅游游法法》》

我行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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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8月21日讯(记者 杨青)

为在广大导游员队伍中普及《旅
游法》知识，推动导游员学法、知
法、用法，营造依法执业的环境，保
障导游员合法权益，滨州市旅游局
积极组织人员参加导游员《旅游
法》知识培训班。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将
于10月1日正式实施，为做好旅游
法宣传和学习工作，省旅游局组
织了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8月22
日，在莱芜市举办导游员《旅游
法》知识培训班，培训人员为17市

旅游局(委)导游服务中心主任，
“好客山东导游团队”负责人、省
级“好客山东”导游员，市旅游局
积极组织人员参与。

据了解，《旅游法》中有关旅
行社和导游的规定主要有：

旅行社不得出租、出借旅行
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其他
形式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

旅行社为招徕、组织旅游者
发布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
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

旅行社及其从业人员组织、
接待旅游者，不得安排参观或者
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弄口社
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
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
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
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
行付费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
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
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旅行社应当与其聘用的导游
依法订立劳动合同，支付劳动报
酬，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旅行社临时聘用导游为旅游者
提供服务的.应当全额向导游支付本
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的导游服务
费用。

旅行社安排导游为团队旅游
提供服务的.不得要求导游垫付
或者向导游收取任何费用。

导游和领队为旅游者提供服
务必须接受旅行社委派.不得私
自承揽导游和领队业务。

导游和领队从事业务活动，应
当佩戴导游证、领队证。遵守职业道
德，尊重旅游者的风俗习惯和宗教
信仰，应当向旅游者告知和解释旅
游文明行为规范，引导旅游者健康、
文明旅游，劝阻旅游者违反社会公
德的行为。

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
的，应当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并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
位置标明其业务经营许可证信
息。同时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
站，应当保证其信息真实、准确。

贵贵苑苑大大酒酒店店““太太极极养养生生宴宴””获获奖奖
本报讯 (通讯员 管

晓倩 记者 杨青 ) 近
日，在山东省旅游饭店协
会组织开展的全省“2013
中餐主题宴会创新摆台
大赛”中，滨州贵苑大酒
店推出的“太极养生宴”
在96家参赛单位中脱颖
而出，荣获二等奖。

贵苑大酒店菜品研
发中心受道家养生阴阳
五行原理的启发，精心研
制出“太极养生宴”将养
生文化与餐饮文化相融
合，充分融合了太极阴阳
调和理论，将太极八卦图
由黑米、白米巧妙展现于
餐桌，神秘悠远的意境由

此而生。“太极养生宴”将
五行养护融会贯通于整
个筵席期间：以金养肺、
木养肝、水养肾、火养心、
土养脾为原则制作了五
行菜品。菜系中冷、热菜
品搭配合理，海鲜、肉菜、
素菜搭配均通过严格考
究，通过不同菜品的搭配
及烹饪手法在满足人体
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之
上，同时能满足宾客感官
的多重享受。

席间菜品原材料全部
采摘于贵苑绿色蔬菜基地，
从源头保障了菜品的新鲜、
绿色、无污染，更为整个养
生宴再添华彩一笔！

太太极极养养生生宴宴。。

导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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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事专职导游工作不到一年时
间，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我深深
体会到了这一神圣工作带给来的前
所未有的挑战和乐趣。虽然经验不
是很多，但我的感受却很深。工作以
来学到很多东西，心态也变好了，对
事物的看法认识也提高了。

在带团过程中，说不累那都是
假的，虽然辛苦，但最后看到自己的
辛苦能带给客人美好的回忆，甜蜜
的笑容，心里的成就感也会油然而
生。觉得自己的付出都值得，那么点
辛苦根本不算什么。

经常会想起自己第一次带团，
当时经验不足，所以有很多做的不
好的地方，有些事做起来比较乱，没
有条理，没有顺序，想到什么就做什
么，而且面对客人会很无措，总是打
退堂鼓。这些其实就是我需要改正
并学习的地方。总是想要做到最好，
想让客人们满意，但是有劲却不知
该往哪用，所以要随时发现错误，随
时改正错误，这样才能使自己不断
积累经验，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使
自己更快地成长。到了现在可以说
自己经验要比以前多了，做起工作
也更加有劲也更有了动力。不过，我
知道努力还是要继续的，这个工作
可以说也就是个做到老学到老的工
作，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提高自
己的业务水平。

总之，我觉得做导游学习要多
看多听多做多记多分析，还要学怎
么做人怎么和各种人打交道。如果
能吸取别人的优点，把别人的优势
集中到自己身上，慢慢的学习，那
么，就会达到自己的目标！也许我不
是一个很好的导游，也许离我的目
标还很遥远，但是一种坚韧不拔，契
而不舍的精神会陪我走到最后！

很多时候在想自己还能在导游
这个职业上生存多久？以后我们能
做什么去？这也是困惑众多导游的
一个问题。后来想想，从事导游工作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事业，一门高深
莫测的艺术学问。看你的心态是不
是平和，是不是遇事能泰然处之，处
理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游刃有余。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保持一颗平和的
心态，来面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记者 杨青）

我的努力一直都在

五五月月天天，，我我们们去去毕毕业业旅旅行行
进入毕业季，我就和几个

好姐妹策划我们的毕业旅行
了 。经 过
几
番
商
议 ，
最 终
确 定
了 旅
行 地

点
——— 泰
国普吉
岛。

泰
国 签 证
比 较 容
易 办 理 ，
我们交给
了旅行社帮签，护照加2张2寸
证件照，不到一周就拿到了。由
于我们不喜欢跟团，只在网上
订了机票、酒店和落地接机拼
车，从上海经过不到5小时的飞
行，到达普吉国际机场。时差1
小时，落地时间为当地凌晨1点
多，地面气温为35℃，定位位显显示示
为为北北纬纬77 .. 8899°°东东经经9988 .. 3300°°，，我我
们们就就这这么么华华丽丽丽丽地地来来到到了了赤赤道道
旁旁边边！！

在在普普吉吉，，公公共共交交通通不不是是很很
便便利利，，没没有有地地铁铁，，也也没没看看到到轻轻
轨轨，，没没有有站站牌牌，，公公交交车车很很少少碰碰
到，并且摆手可以随时上下车。

最常见的交通工

具
是一种叫 t uk tuk的突突

车，价格需要和司机面议。普吉
的酒店非常多，各种档次的都
有，想方便可以提前网上预订，
想确保位置也可以落地再找。

从普吉岛开车一路向南，半
小时左右到达码头。由于皇帝岛
上没有大船可以停泊的港口，去
皇帝岛只能乘快艇，约15分钟左
右，先到达珊瑚岛。珊瑚岛由于
开发比较完善，岛上娱乐设施
也较多，可以游泳、潜水、玩降
落伞、香蕉船之类，所以岛上游
客比较多，中国游客尤其多。

放下去珊瑚岛的拼船友，
继续开往皇帝岛。

在靠近皇帝岛的海域玩

了浮潜。那片海底非常美，转
不大的一圈就能看到不同颜
色的巨大珊瑚，白色蓝色红
色 . . .鱼的种类特别多，各种颜
色，看到一种蓝色的鱼，那个
蓝色超级美！

浮潜完上岛时已近中午，
感觉非常原始的岛，一切都很
天然。一上岛我们就迷路了，走
在这样的丛林里，没人可问路，
也不知道该往哪走，当时的我
们与其说毕业旅行，更像荒岛
流浪。就在我们迷茫之际，来
了辆吉普车，车斗上坐着几个
穿着像巡岛人员的人，于是赶
紧问路，没想到，他们竟然让
我们上车，顺路把我们载过

去。于是，我们很拉风地上了普

吉吉车车斗斗，，很很拉拉
风风地地坐坐着着普普及及车车在在
岛岛上上兜兜风风，，简简直直帅帅翻翻了了。。

巡岛吉普把我们送到岛上
的自助餐厅。没想到的是，饭后
我们竟然又搭了辆更拉风的拖
拉机去海边，心情靓暴！

来到海边，海水和沙滩真
得非常赞，沙子又细又滑，踩上
去很舒服，海水是种透明的绿
色，非常干净。虽然沙滩边有棕
榈树，但是中午阳光太烈了，依
然没有什么阴凉地，要做好防
暑防晒准备。

下午3点左右，众多型男美
女纷纷从岛上别墅或酒店出来
戏水晒太阳了，很是养眼。游客
不是很多，欧美游客居多，大都
会玩冲浪、晒日光浴，很是休
闲。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游客，
我们还开玩笑地玩了段中国功

夫。
悠闲

地 在 岛 上
待 了 一 下
午，虽然回
码 头 时 没
搭 上 顺 风
车 只 得 步
行，但但却却碰碰
到到了了蜥蜥蜴蜴和和
水水 牛牛 ；；虽虽 然然
被被 晒晒 地地 黝黝
黑黑 ，，但但 仍仍 无无
限限怀怀念念。。

(游客
阚乐乐 记者 杨青 整理)

滨滨州州康康辉辉旅旅行行社社导导游游张张丽丽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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