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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出游，高考生将成主力
不少学生家长提前半个月就去旅行社查看 出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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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7日讯 端午节临近，
三天小长假也即将到来。今年的端
午节假期恰逢高考结束，不少家长
把出外旅游当成对考生的奖励，旅
行社的出游路线也瞄准了高考生，
推出了香港迪士尼乐园等一些适
合学生游玩的路线。

“最近孩子太累了，忙活完这
几天，带她好好出去放松放松。”7日
中午，正在一中考点外等待孩子的
家长刘广告诉记者。

家长们把旅游当成考后奖励，
旅行社也迎来了一拨一拨前去咨
询路线的市民。“提前半个多月的
时候就有家长过来咨询了，只不过
当时报价还没出来，大部分家长都
是先了解下线路情况。”烟台妇女

国际旅行社营销经理迟晓琳预计，
端午节期间会有一个考生和家长
出游的小高峰。

记者从烟台各大旅行社了解
到，每年高考后都会有一个家长和
孩子出游的小高峰，只不过今年恰
好碰上了端午节假期。迟晓琳告诉
记者，要是连着年假就可以多玩几
天了。

各大旅行社准备的出游路线
充分考虑了学生们的需求，香港迪
士尼乐园等游乐性质的路线、华山
等自然风光类的路线成为旅行社
主推路线。“学生们出游一般以游
乐和观赏自然风光为主，购物消费
方面的行程几乎都没有。”二马路
附近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介绍，
他们面向考生推出的出游路线多
是纯游玩团。

旅行社瞄准高考生
不少家长提前半个月查询出游路线

出游遇纠纷请投诉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本报6月7日讯 端午小长假
即将到来，旅游市场已经开始火
热起来。烟台市旅游质监所向游
客对外公布各旅游局及景点的
投诉电话。市民在旅游过程中遇
到有争议的遭遇均可通过以下
电话投诉，投诉时，请说明事件
起因、过程和涉及的人员，如现
场有拍摄条件，建议做好录音、
录像工作。

烟台市旅游局6270842 芝罘
区旅游局6622927 莱山区旅游局
6891629 牟平区旅游局8945171

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4693307 开
发区旅游局6396717 福山区旅游局
6356155 蓬莱市旅游局5631111 龙口
市旅游局8516620 莱州市旅游局
2211953 栖霞市旅游局5212406

招远市旅游局8079899 莱阳市旅
游 局 7 2 2 2 8 2 6 海 阳 市 旅 游 局
3220366 长岛县旅游局3210939

新开通短信投诉平台18906386667

农忙、高速路收费等冲击租车市场

租车市场没有预期火爆
□记者 李园园 报道

本报6月7日讯 每到小长假，
租车市场就会火爆一把。不过，相比
起春节、“五一”小长假，端午节期间
港城的租车市场平淡了些。

“离‘五一’假期还有两周，100

多辆车就全部租出去了。现在眼瞅
着过端午节了，才租出去八成。”7

日，烟台通源汽车租赁公司汽车租
赁总监赵俊元告诉记者，不过，与

“五一”相比，外地人租车多了，比例
占到20%以上。

谈起“端午节”带来的租车效
应，烟台祥升汽车租赁公司的谢经
理告诉记者：“20多辆小轿车都租车
去了，不过与‘五一’的火爆场面相
比差了不少。”“五一”、春节期间，车

根本就不够用的，早提前被市民租
了。就拿刚过去不久的“五一”小长
假期间来说，不少市民提前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来预定租赁，不等到假
期这些车就早租出去了。

烟台顺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
张经理也有同样的感受。端午节小
长假的汽车租赁买卖也是从最近一
周才开始有的，“30多辆车刚刚全部
租出去，远没有‘五一’火爆。”

为何端午节租车市场不如其他
节日火爆呢？赵俊元认为，“五一”小
长假在不少市民观念里，是出去游
玩的节日。而端午节期间不少人更
愿意选择回老家探亲。“高速路不免
费，肯定也有影响。再就是烟台这个
时候正农忙，不少市民选择回老家
帮着干农活。”

“鲨鱼小课堂”开课啦
烟台海昌鲸鲨馆端午推出鲨鱼科普讲座

□记者 齐金钊 报道

本报6月7日讯 鲨鱼有多少
颗牙齿？鲨鱼身上有鳞片吗？鲨鱼
真的会吃人吗？在烟台海昌鲸鲨馆
里，经常有小朋友面对馆内各种各
样的鲨鱼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让
爸爸妈妈无从回答。现在，从这个
端午假期开始，带孩子参观鲸鲨馆
的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被自己
家的小宝贝问倒了，鲸鲨馆专门为
小朋友准备的“鲨鱼小课堂”开课
啦。

对很多家长及小朋友来说，烟
台海昌鲸鲨馆不仅是一个可以放
松心情的乐园，更是一处可以寓教
于乐的科普课堂。每次面对着巨大
优雅的鲸鲨、憨态可掬的海牛、活
泼漂亮的水母以及悠闲自在的海
龟，孩子们的精神世界都会得到极
大的满足。

在今年的端午节来临之际，烟
台海昌渔人码头又在馆内设置了
融趣味性与知识性为一体的“鲨鱼

小课堂”。“我们利用一年多时间，
搜集了很多孩子们最感兴趣的问
题进行趣味性的解答。”烟台海昌
鲸鲨馆水族部部长林乐宏介绍。在
课堂上，游客除了能看到以保护鲨
鱼为题材的影片《鲨鱼海洋》外，工
作人员还将针对长期以来，从小朋
友口中搜集来的一些趣味十足的
问题进行现场讲解，一些诸如“鲨
鱼有多少牙齿？”、“鲨鱼会吃人
吗？”“鲨鱼身上是否有鳞片？”等困
惑小朋友已久的问题都将一一解
开。

记者了解到，烟台海昌鲸鲨馆
自开业以来，已经成为烟台最受小
朋友喜爱的景点之一，是很多游客
周末游和亲子游市区的首选目的
地。在偌大的场馆中，鲸鲨展区是
整个场馆的精彩之重，采用了亚洲
单体最大的亚克力玻璃，游客可清
晰直观地欣赏到鲸鲨在3000立方
米水体中尽情遨游的壮观景象。

烟台海昌鲸鲨馆坐落于风景
秀丽的海昌渔人码头，作为世界上

第一家以鲸鲨为主题的海洋科技
馆，建筑外形采用了别具一格的鹦
鹉螺状，内部设有鲸鲨展区、鲨鱼
展区、海龟展区、海牛展区、珊瑚展
区、水母展区、欢乐剧场、深海探
险、人鱼传说、动感海洋十大特色
功能区。

除了镇馆之宝鲸鲨外，记者了
解到，鲸鲨馆内还拥有中国内地首
家高科技360°全息天幕电影，通
过超写实的三维仿真技术，上演一
场扣人心弦、惊天动地的万米海洋
深处“鲸章大战”节目。鲸鲨馆内每
天还会在欢乐剧场内上演的海狮、
海象表演更是精湛幽默，令人忍俊
不禁。

如今，随着“鲨鱼小课堂”的出
现，海昌鲸鲨馆内的游玩项目将更
加丰富，孩子们在这个端午假期可
以尽情享受鲸鲨馆带来的欢乐，学
习更多趣味海洋知识，增强自己的
海洋环保意识。在端午假期期间，
游客还能享受以下优惠：身高1 . 4

米以下儿童免费，陪同家长80元。

7日一大早，在中国农业大学家属楼的睡莲池旁，马山寨边防派出所联合
农业大学师生，教外国友人包粽子。 通讯员 黄焱均 记者 赵金阳 摄

流动售票车将开进厂企
节日期间，烟台汽车总站烟台

至莱阳及莱阳支线、海阳及海阳西
支线将正常在汽车总站发车，不迁
往南站，去往莱阳、海阳方向的旅客
注意乘车地点。另外，烟台至莱州线
路6月9日至12日将由原定点发车改
为流水发车，以确保旅客及时出行。

售票方面，为错开端午小长假
期间售票高峰，汽车总站根据烟台

各大院校放假时间安排，提前到院
校进行现场售票、开通学生直通车。
同时，流动售票车也将陆续进入各
厂企单位，进行现场售票，方便员工
购票及乘车。市民购票可通过网上
售票平台(www. 6666111 .cn)及电话订
票(0535-6666111)等方式，进行便捷购
票。
通讯员 李秀丽 本报记者 孙健

◇挂艾草

家住莱山区的刘先生每年端
午节都会去就近的山上、水边拔艾
草，然后用红布扎起来挂在门上。

“这习惯已经持续了20多年了，主
要图个吉利。”刘先生说，端午节早
上5点左右，他便会去附近的山上
或是水边拔艾草。

每年除了给自己家拔艾草，刘
先生还会顺带着给邻居家也拔些
带回去。

烟台老市民王闻升近年开始
研究艾草，爬遍了烟台山头。王
闻升介绍，朝阳、土肥、潮湿的地
方艾草长得旺。通往竹林寺的路
边有很多艾草，高50厘米左右；芝
罘岛西口北面山上和路两侧的艾
草也不错；养马岛往文登方向的
道路两侧艾草长势也很旺；娄子
山和新桥附近艾草并不是很茂
盛。王闻升说拔回的艾草最好带
露水，一定要带泥、带根，回家放
到门楣上辟邪。

◇吃鸡蛋

“这几天太忙了，订单都翻了
一番了。”在幸福河市场附近的君
旖禽类蛋批发店内，老板柳杰一边
忙活一边说。

价格虽然变动不多，但销量上
还是增加不少。“平时我们每天也
就20吨的订单，这几天每天40吨也
不止。”柳杰说。他告诉记者，订单
除了零售以外，主要来自超市和单
位。

市场上，买鸡蛋的市民还真不
少，很多人一买就是四五斤。“每年
端午节都吃鸡蛋，多买些带回家给
老人。”一位市民一边挑鸡蛋一边
说。还有市民只买一点，他们的理
由是过节单位会发鸡蛋作为福利，
朋友还可能还会送些，买多了怕吃
不完，天气这么热也不好存放。

按照习俗，早晨孩子还没出被
窝时，大人就把鸡蛋送到孩子嘴
边。民间普遍认为，吃了鸡蛋就能
使心气精神不受亏损。

◇戴彩绳

距离端午节还有好多天，不少
商贩就已经早早摆出了五彩线、香
包等节日饰品。记者走访市场发
现，五彩线最受市民欢迎。

在南大街振华量贩附近的天
桥上，卖五彩线的商贩一直在忙碌
着。一位姓于的商贩告诉记者，她
卖五彩线已经有三个年头了，销量
一年比一年高。“我在过节前20天
就开始卖，今天至少卖了有三四百
条，明天应该会更多，到节日期间，

卖五六千条应该没问题。”
“买给我两个小孙女的，一个

人买四根，手脚都要戴的。”一位50

多岁的市民一边挑选五彩线一边
说。

据资料记载，古时的人们迷信
农历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所
以，家家户户都要在孩子手腕上戴
上五彩线，用红、黄、蓝、绿、紫五种
彩线编成。五彩线在古代还被称为

“五彩长命缕”。
据说在端午节后的第一个雨

天，就要把五彩线剪下来扔在雨
中，这样能给佩戴者带来一年好
运。

◇老习俗

年逾七旬的“老烟台”安家正
老先生介绍，端午节又名“诗歌
节”，上层的文人秀才会相聚庆祝
节日，临结束时会作诗或念诗。

过节送礼家喻户晓，相对来说
端午节送礼也比较“雅”。用藤或竹
编制的小口油篓装上两斤黄酒送给
老太爷，那就是最高级的礼物啦。

端午节的习俗很多，其中一条
是千万不能打蛇，蛇代表着胶东的

“白文化”，是“圣虫”。以前所城老
宅有的人家在端午节这一天要将
黄酒洒在地上，祭祀“圣虫”，表达
对蛇的好感。

端午节话烟台习俗

游客在鲸鲨馆看潜水员喂食，并拍照留念。 景区供图

□本报记者 曲彦霖 刘杭慧
见习记者 李静

挂艾草、包粽子是大
家熟知的端午节习俗，到
了端午这天，烟台还有哪
些习俗呢？记者进行了走
访。

不少市民在挑选五彩线。
见习记者 李静 摄

租车

购票

科普

习俗


	J12-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