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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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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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承诺飘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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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报名电话：
王记者：13696307597

滨州青年旅行社：
0543—3327807

学生潮退上班族动，短途近郊游受青睐

中中秋秋旅旅游游花花费费比比国国庆庆最最多多省省三三千千

学生潮退了上班族出动

短途游仍是主要线路

3日，记者采访滨州市多家旅
行社了解到，中秋节三天小长假，
选择周边游仍是市民的主要选
择，此外，自驾游也将争夺旅游市
场不少比例。

秋高气爽，加上中秋小长假
的到来，正是和家人朋友团聚的
好机会，不少市民开始考虑这三
天到哪儿玩。“现在，每一个和家
人团圆的日子都是珍贵的，每一

次休假也让我们倍加珍惜，所以，
想要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就是
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市民赵女士
说，趁着中秋节期间，她要带着父
母去苏杭游览一圈。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针对小
长假，滨州市各旅行社也推出了
独具吸引力的一日游、两日游或
三日游等短途游、特价游项目，吸
引市场游客的关注。如滨州康辉
旅行社推出的沂山、神龙大侠谷、
百丈大瀑布一日游，滨州青年旅
行社推出的2014青岛世园会游览
线路，滨州中国国旅推出台儿庄
古城、大战纪念馆、微山湖红荷湿
地特价二日游线路等。

据采访了解到，九月正处于
暑期结束、国庆将至的中间时段，
属于出游小淡季，而且学生出游
的人数明显减少，目前出游主要
集中在上班族和老年人。“前一阵
是暑假，大部分的出游主要是以
孩子、学生为出游主题，趁着中秋
三天小长假，上班族正好利用假
期出去散散心。”滨州康辉旅行社
的工作人员说。

记者在滨州青年旅行社了解

到，秋季是老人出游的高峰期。
“夏天太热，加上出游走路比较
多，有些老人可能受不了。9月天
气凉爽，正适合老人出游。”

此外，旅行社提醒散客或跟
团的游客，选择周边短线游线路，
需提前1-2天报名。自驾游市民，
务必提前安排好行程，最好避开
热门景点。中秋节出行人流高峰
期主要出现在9月6日上午和9月8
日下午，市民可适当选择错峰出
行避免拥堵。

中秋出游未形成旺季

9月出游比国庆省近3000元

今年中秋比往年提前，暑期
旺季刚过，机票、酒店的价格相对
暑期高峰都有所下降。虽然中秋
三天小长假即将到来，但是想要
走长途游，旅游者需要拼假出游，
所以中秋并未形成出游旺季。

据了解，短途游、周边游的价
格基本保持不变，不会有太大增
幅而南方、出境游等部分热门旅
游目的地，相比国庆要便宜800
元—3000元。浏览各旅行社，普吉

岛+曼谷7日游9月4日从济南直
飞，价格为4980元，持续到10月1
日，10月2日出行则增长到6350
元，价格增加了1370元；台湾环岛
双飞八日游济南起止，9月3日至
28日报价4380元，10月1日涨到了
4880元，10月5日之后价格重新降
至4380元；欧洲法意瑞三国12/13
天出游，9月6日报价20800元，而9
月25日增长了1000元，报价为
21800元；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
大瀑布14日行程，仅9月28日和29

日报价相差1000元，而且，9月23
日的美国夏威夷瀑布15天行程报
价20950元，9月29日同样路线的
14天游报价为24000元，相隔6天
出游就能省3050元。

“一般到这个时候都会有价
格波动，但是省内游价格基本保
持不变，省外的飞行路线可能有
所调高，出境游费用更是增长幅
度比较大。”滨州青年旅行社的工
作人员说。

本报记者 王茜茜

6日、7日、8日是中秋节
三天小假期，正处于9月上
旬，暑期结束，国庆节将至，
可以说是一个出游小淡季，
学生出游的少了，憋了一个
暑假的上班族和老人开始
琢磨到哪里玩。同样，飞机
票、酒店价格也处于暑期和
国庆之间难得的价格低谷，
9月出游相比国庆能省近
2000元。

导游故事

有一种热爱叫做追求，有一种
职业叫做导游，从步入导游行业的
那一天起，我渐渐地明白了，什么才
是导游的社全责任和神圣使命。披
星戴月，我们两脚不停；风雨交加，
我们继续前行。旅途中哪里最危险、
最艰苦，哪里就有导游的身影。

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现在的经
验丰富，让我得出了一个经验：导游
必须在实践中才能成长和成熟。出
团前细心准备，出团后耐心总结。充
足的准备让我在带团过程中慢慢游
刃有余，更能让游客满意而归；而团
后的认真总结则为我下一步更好地
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奠定了基础。

在今年7月份，我带着客人在野
三坡景区游览的时候，一位客人的
孩子不小心误伤了另一个团里客人
的耳朵，当时伤势比较严重，客人耳
朵里鲜血直流，而恰巧这位客人是
个准妈妈。情况出现之后，我马上安
抚客人情绪，找车带着客人赶到一
百多公里之外的医院去救治，因为

野三坡附近的条件有限，没有大型
医院。到达医院之后，我给客人挂了
急诊，拍了CT，只差0 . 1毫米的距离
就穿破耳膜了，万幸的是客人的伤
势没有大碍。事后我给双方客人做
了调解，双方达成了一致的赔偿协
议，后来这位客人对我万分感激。她
说，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我就像他
们的家人一样，对他们无微不至地
照顾和贴心地付出。我觉得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当然，我很清楚，导游的价值也
是体现在游客身上的。每次上团，地
接也好，外发也罢，我总是本着“与
客为友，拜客为师”的心态同游客接
触和交流，这让我受益匪浅。与客为
友，就是把客人当作朋友来招待，要
有爱心，设身处地为游客着想；要有
耐心，事无巨细的为游客服务。在草
原沙漠旅游，气候恶劣、条件艰苦，
必须怀着一颗爱心来关心游客，用
一颗耐心为游客铺平旅途。这也是
我被游客认可和称赞的原因。拜客
为师，就是本着虚心学习的姿态，尊
重游客并向他们学习。

人生就像一段旅程，不必在乎
目的地，重要的是欣赏风景的心情，
让心灵去旅行。所以，今天，我站在
这个舞台上，是不是最优秀的导游，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来了，我用心
参与了。不管结果如何，我依然用一
辈子的爱去做导游。选择了，就没有
退路；选择了，就有更多的精彩；选
择了导游—我无怨无悔!

滨州康辉旅行社 刘艳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整理

导游，无悔的工作

三河湖风景区

相关链接

滨州近郊二日游线路
一、兵城休学、山岳风光

二日游
D1：前往孙子兵法城游

览。参观孙武古城公园，节假
日可欣赏到当地民间艺术表
演。后赴魏氏庄园。品尝到山
东不可不吃的100种美食-魏
集仙驴宴。午餐后游览中海
旅游风景区，欣赏滨州“四环
五海”的美丽风光。之后赴杜
受田故居游览。晚饭后游览
中海夜景。

D2：早餐后前往邹平国
家4A级旅游景区鹤伴山国家
森林公园，观九瀑涧，赏九潭
溪，走鹤翔岭，游长生院！品
尝山里农家宴，午餐后参观
醴泉寺景区，敲击寺院古钟
为家人祈福！后参观范公祠，
欣赏“长白书院”、“菜根味
舍”。

二、滨海湿地、黄河风光
二日游

D1：前往贝壳堤岛(暂无
门票)，欣赏世界上保存最完

整且唯一新老堤并存的贝壳
堤。后赴“京南第一山”的碣
石山。中午品尝渔家宴，午餐
后前往千年古桑园，后游无
棣古城(大觉寺)，后到阳信水
落坡民俗旅游区游览。晚上
游览中海夜景。

D2：早餐后赴梁才街道
“佳禾果蔬生态园采摘”(或
“张王温室草莓采摘”)。后赴
滨北，品尝到山东不可不吃
的100种美食之--邢家锅子
饼。参观清朝咸丰帝师故居-
--杜受田故居。节假日可欣
赏到滨州大型锣鼓文艺演出

“九龙翻身”。
三、赏山水河、拜丈八佛

二日游
D1：邹平接团，游醴泉

寺，登鹤伴山，午餐山里人家
农家宴，午餐后，游览樱花
山。观赏南洋红豆杉园。

D2：早餐后赴范公祠。后
赴博兴兴国寺，拜丈八佛。前
往打渔张旅游景区，观黄河

森 林 风
光。

四、
朝兵圣、
瞻 帝 师
二日游

D1：
游 杜 受
田故居，
观 三 河
湖美景，

船游三河湖。午餐在水一方
农家宴。赴惠民武圣园，游览
孙武古城旅游区之孙子兵法
城，住惠民。

D2：早餐后，游览武定府
衙(渤海革命老区办公旧址)，
前往魏氏庄园游览。

五、贝壳奇堤、冬枣采摘
二日游

D1：无棣接团，观赏贝壳
堤岛 (暂无门票 )。漫步黄河
岛。午餐渔家宴。下午到沾化
冬枣采摘园采摘,后到阳信水
落坡民俗文化旅游区游览。
住滨州。晚上游览中海夜景。

D2：早餐后参观中海旅
游景区。后赴杜受田故居游
览。午餐品尝到山东不可不
吃的100种美食之--邢家锅
子饼。午餐后游览秦皇河旅
游景区。

六、山水兵城、滨海湿地
二日游

D1：前往孙子兵法城参
观。后赴魏氏庄园游览。午餐
品仙驴宴。午餐后赴无棣，游
览无棣古城 (大觉寺 )，住无
棣。

D2：早餐后前往千年古
桑园，后赴碣石山。后前往贝
壳堤岛，欣赏世界上保存最
完整且唯一新老堤并存的贝
壳堤。中午品尝渔家宴，午餐
后前往黄河岛游览。

滨州市旅游局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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