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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到到公公海海上上来来一一场场浪浪漫漫婚婚礼礼
中华泰山“齐鲁晚报号”豪华邮轮将举办公海集体婚礼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齐金
钊 ) 1 0月3日至7日，中华泰山

“齐鲁晚报号”豪华邮轮将前往
韩国首尔、济州岛，开启为期 5

天4晚的浪漫旅程。作为豪华邮

轮 之 行 诸 多 活 动 中 的“ 重 头
戏”，10月6日，当邮轮游弋在碧
波荡漾的公海上时，一场为船
上新人精心打造的集体婚礼将
浪漫呈现。

按照我们的行程，当邮轮漂
洋过海，欣赏完韩国首尔、济州
岛等地的美景后，10月6日邮轮将
缓缓驶入公海。在大海与蓝天之
间，在近千人的祝福之下，中华
泰山“齐鲁晚报号”上将奏响婚
礼进行曲，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

将在邮轮甲板上举行。
集体婚礼现场将有专门的

礼仪人员为大家主持婚礼，在一
望无际的大海的见证下，新人可
以互换结婚戒指，彼此许下爱的
誓言。我们船上专业的摄影师将
为所有新人记录下这一甜蜜神
圣的时刻。

除此之外，本报还为结婚新
人准备了“爱的漂流瓶”，在交换
完戒指之后，新郎新娘可以一起
在纸上写下爱的祝福，放入漂流

瓶中密封，然后一起把漂流瓶从
甲板抛向大海，让海浪带着彼此
爱的承诺漂向远方。

中华泰山“齐鲁晚报号”豪
华邮轮报名截止时间为9月20日
(报名者需持有护照)，现各舱位
继续接受预订。凡是预订豪华邮
轮船票的新人，只要提前报名告
知我们，我们就会为您打造一场
终生难忘的海上婚礼。想要参加
婚礼的新人可提前和本报工作
人员提前报名沟通，并请自带好

婚纱、婚戒等物品，本报将为新
人免费提供摄影、主持、漂流瓶
等服务。

无论你是想在邮轮上体验
一份难得的浪漫，还是想要利用
假期带领全家出游放松，豪华邮
轮都是绝佳的选择。三人舱上铺
最低票价为2400元/人起，下铺为
3488元/人起，普通两人舱为3388

元 / 人 起 。咨 询 热 线 ：闫 女 士
13853555610，张女士13853555532，
QQ群263740984。

交交警警晒晒出出88月月份份55大大违违法法多多发发地地
白石路与青年路路口交通违法数量高居榜首

市民不可盲信

交通违法查询软件

近日，一款名为“全国违章查
询”的手机APP软件在车友中间迅
速走红，根据用户使用情况，整理
出烟台全城违法排行榜。截止到9

月3日下午5点，该软件统计的数据
显示，烟台交通违法地点排行榜
中，排行榜第一位的是“白石路-

青年路北”。
3日，记者下载了这款由北京

木仓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全国违
章查询”手机APP软件，“全程违章
查询”公布了烟台交通违法最热的
地点的前100名，其中前五名是：

“白石路-青年路北”、“建设路-前
进路”、“滨海中路天越湾路段”、

“红旗西路-107医院西1”、“莱州市
商贸城路口”。

每个路口介绍了其危险指数、
违法状况。其中，排行榜第一位的

“白石路-青年路北”共有19137人
次违法记录，涉及违法车辆共
16011辆，罚款共3719900元，违法扣
分是56703分，并有统计的违法状
况，即94%为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
指示，不少网友调侃，应将该道路
改成“致富路”。

除了能查自己的违法记录、所
在城市的违法排行榜，该软件还能

“检测”到附近的交通违法高发地，
并有明显的标记，红色的圆球代表
高发路段，橙色的是多发路段，黄
色属于低发路段。对于不少车主来
说，这款软件确实能够提供很多便
利。

不过，民警提醒，交警部门没
有与手机软件开发公司合作过，这
些数据没有说明来源，也没有起止
时间，事实上交警部门也很少做这
样的统计，因此，对于这些数据，市
民可以参考，但不能盲目相信，还
是以交警部门的数据为准。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张倩倩

本报9月3日讯 (记者 钟
建军 张倩倩 通讯员 交警
宣 ) 3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公布市区5个交通违法行为多
发的路口，提醒驾驶员规避“雷
区”，文明出行。

3日，烟台交警对2014年8

月1日至8月31日，市区主要路
口监控拍摄的交通违法行为进
行梳理后，公布了最易发生交
通违法行为的5个路口，以及5

类多发交通违法行为，希望驾
驶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对照
检查自己的驾驶行为，再次通

过这些路口时，要多加小心，防
止触碰“雷区”。

根据交警部门的统计，交
通违法数量排名前5名的路口
分别是：白石路与青年路路口、
新石南路与大海阳路路口、红
旗中路与青年南路路口、北马
路与大海阳路路口、荣泰街与
桃花街路口。

“8月，白石路与青年路路
口的交通违法行为最多，排名
第一。”民警说，此路口监控，从
8月1日至8月31日，共抓拍到
3677起交通违法行为。其中，不

按导向车道行驶和逆向行驶的
交通违法行为最多，分别是
1183起、1079起。“在直行车道
上拐弯或在拐弯车道上直行都
属于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民警
说，驾驶员在驾车行驶过程中，
超车时越到对向的车道上逆
行，就会被抓拍到。

近日，记者探访了白石路
和青年路的十字路口，车流量
非常大，并且红绿灯转换也较
快，无论是行人过马路还是车
辆拐弯，很容易发生拥堵。让不
少司机头疼的是，从东、南、西

三个方向来的车辆向北行驶
时，车道分别从三个或两个车
道变成一个车道，不少不熟悉
路况的司机很容易压线违法。

此外，从交警部门提供的
这份交通违法数据上可以看
出，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反禁
令标志、逆行行驶这三类交通
违法多发。

烟台交警提醒驾驶员在行
车时，一定要留心观察，按需进
入指定车道，按照指示标线行
驶，摒弃不好的驾驶习惯，避免
行车时发生交通违法。

中中秋秋逢逢白白露露，，十十五五月月亮亮十十六六圆圆
今年的中秋月还是一个“超级月亮”

本报9月3日讯 (记者 孙
健) 下周一将迎来中秋节，今
年的中秋恰逢白露，是历年来
来得最早的一次。由于9月满月
的时刻是在16日，因此今年十
五的月亮将在十六圆。

历年来，中秋节的平均日
期在秋分这天 ( 9月 2 3日 )，日
期早晚至多相差一个节气，
也就是在“白露”到“寒露”之
间变动。“今年的中秋节来得
最早，恰在 9月 8日‘白露’这

天，38年前的1976年，以及19

年之后的2033年，中秋节也是
在9月8日。”据天文气象专家
吴树功介绍，尽管这三年都
是 9月 8日过中秋，但另外两
年的白露是在9月7日，“中秋
节和白露在同一天的年份很
少，下一次要到2052年9月7日
才会再现。”

据统计，在1951年到2050

年的一百年中，有48个中秋满
月在农历八月十六，39个在十

五，还有13个在十七。“2011年
到 2 0 1 3年的中秋月连续 3年

‘十五的月亮十五圆’，从今年
开始将步入长达7年的‘十六
圆’或‘十七圆’阶段。”吴树功
说，本月的满月时刻是在9月9

日即八月十六的9时38分，届
时在夜半球会看到最圆的满
月。

如果满月时刻与月球近地
时刻相当接近，这个又圆又大
的满月就是所谓的“超级月

亮”。“在14个朔望月时间内，月
球有15次过近地点，所以近地
满月的平均重现期约为413 . 4

天，100年里会出现89个‘超级
月亮’，基本上算是一种年度天
象。”吴树功说。

吴树功说，9月8日11时31

分月球刚过近地点，到夜晚并
没有走很远。“可以说今年的中
秋月也是一个超级月亮，在百
年中秋月中，其大小列在第十
位。”

滨海路

是赏月好去处

中秋节当日的17时31分，烟台
的月亮将在正东偏南方位出海，23

时25分月上中天。届时月球位于南
半球的上空，视仰角仅有47°高，
是2008年以来最低的中秋月。

“假如喜欢欣赏或拍摄有地景
陪衬的大月亮，市民可以在中秋节
晚上6点14分日落后到滨海路一带
观赏，那时的月亮已有7°高，正是

‘月上柳梢头’的时候。”吴树功说，
如果要体会皓月当空照的意境，那
可以在月上中天前后外出，“因为
仰角较低，市民也可以在自家阳台
上举头望明月。”

另外，根据气象台预测，中秋
节三天假期天气不错，适合外出游
玩和赏月。

本报记者 孙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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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华华泰泰山山““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号号””

豪豪华华邮邮轮轮韩韩国国行行，，满满载载亲亲情情驶驶向向浪浪漫漫

相关链接消防比武
3日上午，烟台港公安局在烟台港西港区组织了消防岗位练兵比武，

该局39名民警、战斗员冒雨参加了业务笔试、高空项目、消防车操、负重
赛跑等5个项目的比武。

本报记者 赵金阳 通讯员 李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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