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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前前最最热热““回回关关东东””
年年后后热热衷衷““北北上上广广””
从最热线路看烟台春节前后客流主要去向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吴
江涛) 记者从环卫部门获悉，
芝罘区计划今年新增6处新式
公厕，同时改建31处老公厕，目
前点位已经基本确定，完成准
备工作后，将开工建设。

“6座新建公厕的选址初
步确定，分布在黄务立交桥

南、月亮湾等处，其中有一座
是移动公厕。”芝罘区环卫处
的工作人员介绍，除了新建的
公厕，会展中心、海水浴场、北
马路等31处公厕也将会进行
维修改造。

记者还了解到，去年，芝
罘区环卫处已经启动了海港

路南、时代广场南、毓西路、
青年路、西大街5座公厕原址
重建工作，新建成的公厕具
有环保、智能、节水、节能等
特点，并具有远程监控操作
能力。

除此之外，芝罘区环卫
部门还将对市区 7 0 0个垃圾

箱、800个果皮桶进行置换更
新，维修改造市环卫处北、进
德路等 1 1处彩钢瓦垃圾间。
在御金台小区试点实行的垃
圾分类处理，今年也将扩大
推广面积，越来越多的小区
将 免 费 发 放 垃 圾 桶 和 垃 圾
袋，垃圾处理无害化。

市市区区今今年年将将新新建建66处处公公厕厕
同时改建北马路等31处老公厕

春节高峰客运北京到烟台的火
车，列车员胡吉阳以纯朴的工作和
温暖的话语让每个乘客感觉一路顺
心。曾有位乘客问“要检查吗，为什
么这样干净？”胡吉阳说：“没有检
查，多干点活能对起自己的工资和
良心啊。”一句实在和纯朴的话，让
大家心里倍感温馨。

吕本政 摄影报道

各项工作
取得新业绩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 2月
1 9日，从莱州市供电公司获悉，
2013年该公司坚决贯彻省公司、烟
台公司和莱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深入落实年初七届一次职代会
精神，牢记使命，团结奋进，全面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各项工作取得新
的业绩。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王
永军 ) “海鸥真的多起来了，
第一海水浴场海边海鸥集聚，
场面特别美。”1 9日上午 8点
多，记者在一浴海边目睹了海
鸥翔聚的美景。为留住海鸥景
观，第一海水浴场管理所进行
人工喂食已经坚持了3年，现
在最多的时候已经有200多只
了。

第一海水浴场管理所工
作人员丁淳淳告诉记者，每次
的喂食季从11月份下旬到第
二年的3月份左右，已经形成
了习惯，不少海鸥都会来此，
也给烟台市民带来了欢乐。

“从最初的几十只到现在的
200多只。”据浴场管理人员介
绍，海鸥在三年时间内增长了
几倍。

“主要是想为烟台市民
提供一处景观。”第一海水浴

场管理所所长张海峰告诉记
者，此前也断断续续进行过
海鸥喂食，当年因为非典就
停了下来，直到2011年冬天，
才重新开始，已经坚持了3个

喂食季。
“海鸥景观还吸引了不少

摄影爱好者。”张海峰告诉记
者，最多的时候能有三、四十
位摄影爱好者前来拍照，场面

很是壮观。“每天喂食的成本
在40元左右。”张海峰介绍说，
这些资金都是单位自筹的，主
要喂食的是小杂鱼，一个喂食
季节下来花费5000元左右。

一一浴浴海海边边的的海海鸥鸥更更多多了了
人工喂食坚持三年，来这里过冬的海鸥已有200多只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金夏
瑞 通讯员 郝一杰 ) 近日，烟
台市莱山区开展年满70周岁以上
的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调查工作。
黄海路街道已开始试点，将根据老
人们的日常需求，填写《居家养老
服务内容表》。

凡是到2014年12月31日前年
满70周岁，具有本辖区户口并在辖
区内居住的老人填报《居家养老服
务需求表》，将免费领取由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定制的专用手机或
座机。民政部门将统一为老人办理
电信手机卡，每月中心为老人免费
预存一部分话费，保证老人有服务
需求时可及时与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联系。

莱山70岁以上老人
免费领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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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健

春运即将结束，想知道生活、工作在烟台的外地
人都从哪里来吗？想知道大批的烟台人都到哪里去
了吗？别费脑细胞啦，《2014春运报告》为你窥知一
二，从春节前后最热线路中看出我们从哪儿来，要到
哪儿去。

《2014春运报告》
之旅客去哪儿

年前

方向：东北 (狭义上
指辽、吉、黑三省)

时间：1月26日(烟台
火车站春运最高峰)

铁路：1233人
海运：1万人
航空：1200余人

年后

方向：上海
时间：2月5日(正月
初六)

铁路：1037人
航空：1400人左右

年后

方向：北京
时间：2月5日
(正月初六)

铁路：1170人
航空：1400人
左右

年后

方向：广州
时间：2月5日(正月初六)

铁路：867人
航空：300人左右

除了东
北外，省内的
枣庄、菏泽方
向以及省外的
河南方向也是
年前离烟客流
的集中去向。

梅派经典《凤还巢》
今夜上演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陈莹)

一段丝毫不亚于韩国偶像剧的
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21日晚7点
30分，将在烟台市京剧院小剧场上
演。据悉，传统剧目《凤还巢》虽然
在烟台市京剧院已经排演了20余
年，但该次烟台京剧院派上了一批
年轻的演员担纲演出。

《凤还巢》为梅兰芳先生的代
表戏剧，于1929年在北京首演，由
梅兰芳大师根据清宫藏本《循环
序》改编，原名《阴阳树》，又名《丑
配》。也是烟台“第十二届专业艺术
院团演出季”2014年新春演出序幕
的剧目之一。据悉，此次在《凤还
巢》中扮演女主角程雪娥的演员王
燕，就是上一代程雪娥扮演者，国
家一级演员、张派传人的董翠娜的
弟子。

用爱温暖人心

年后的烟台人

跟“北上广”走动最热乎

尽管赵宁已经毕业近十
年，但高中同学聚会却是年年
不落。赵宁说，高中时期他们
班里共有60名学生，“现在有
一半在烟台，一半分布在全国
各地，在“北上广”三个城市的
就有十几个人。”与赵宁班里
的情况相同，烟台人往大都市
走几乎成了当今的流行趋势。

春节前，身在外地的烟台
人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老
家过年，节后，尤其是初六、初
七两天，成了烟台人返回工作
城市的集中日期。

“2月5日(正月初六)，是烟

台人往外走最集中的日子，那
时路上的旅客大多是上班
族。”根据烟台火车站工作人
员的统计，2月5日当天，烟台
发往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
市的旅客总数分别是1170人、
1073人和867人，占了全天发
送旅客总量的近四成。

就在同日，去往以上三个
城市的航班和长途大巴也异
常火爆，其中飞往北京的10个
航班几乎座无虚席。“5日北
京、上海方向均发送1400人左
右，广州航班较少，大约有300

人。”机场的工作人员说。

要问烟台的外地人从哪
儿来得最多，东三省当仁不让
稳居冠军宝座。

据烟台火车站的工作人
员统计，今年1月26日是烟台
火车站春运客流最高峰，全天
发送旅客总量达到了1 . 6万人
次以上，其中去往东北方向的
旅客有1233人。

除了乘坐火车回老家外，
轮渡也是东北人回家的重要
选择，据烟台港航局的工作人
员统计，春运期间，烟台5个客

运码头省际客运单日发送旅
客量达到1 . 26万人次，节前日
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左右。

航空方面，春运也有良好
表现。工作人员统计，1月26日
当天，飞往哈尔滨、长春、大
连、延吉、沈阳等十余架航班
几乎座无虚席，共计发送旅客
1200余人，创下新高。

除了东北外，省内的枣
庄、菏泽方向以及省外的河南
方向也是年前离烟客流的集
中去向。

年前返乡扎堆东三省

俺们这旮好多东北人

第一
海水浴场
的工作人
员每天都
会给海鸥
喂食。 本
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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