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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
2013-12-18 烟台→呼和浩特 ￥990
2013-12-18 烟台→贵阳 ￥1070
2013-12-19 烟台→温州 ￥690
2013-12-22 烟台→延边 ￥520
2013-12-24 烟台→厦门 ￥1160
2013-12-24 烟台→连云港 ￥280
2013-12-24 烟台→石家庄 ￥300
2013-12-25 烟台→天津 ￥320
2013-12-25 烟台→武汉 ￥420
2013-12-26 烟台→昆明 ￥1040
2013-12-28 烟台→广州 ￥770
2013-12-28 烟台→郑州 ￥490
2013-12-28 烟台→上海 ￥240
2013-12-29 烟台→桂林 ￥810
2013-12-29 烟台→济南 ￥200
2013-12-29 烟台→杭州 ￥580
2013-12-29 烟台→西安 ￥680
2013-12-29 烟台→大连 ￥360
2013-12-29 烟台→合肥 ￥830
2013-12-29 烟台→南京 ￥300
2013-12-30 烟台→北京 ￥200
2013-12-30 烟台→哈尔滨 ￥380
2013-12-30 烟台→长春 ￥360
2013-12-30 烟台→重庆 ￥770
2013-12-30 烟台→深圳 ￥930
2013-12-30 烟台→长沙 ￥800
2013-12-30 烟台→海口 ￥1310
2013-12-30 烟台→成都 ￥1040
2013-12-30 烟台→沈阳 ￥710

印度婚礼：为了祭祀

在印度教徒看来，结婚的首
要目的是完成种种宗教职责，其
中祭祀最为重要；但是男子必须
结婚生儿子才有资格向祖宗供
奉祭品。因此，在结婚仪式上，夫
妇双方为此念咒、祈祷、发誓，并

且丈夫对妻子明确说道：“我为
了得到儿子才同你结婚。”祭司
等人也为此而祝福他们。

丹麦婚礼：秘密进行

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筹办
婚姻会好几天，可却是秘密进行
的，因为公开筹办会触怒鬼怪或
引起他们的嫉妒。在婚庆快要结
束的时候，人们把一大坛啤酒抬
到园子里。新郎新娘的手握在酒
坛上方，然后酒坛被打得粉碎。
在场的适婚女子会把碎片捡起
来，捡到最大的碎片的女子注定
会第一个结婚，而捡到最小的注
定会终生不嫁。

德国婚礼：砸碗盆图吉利

应邀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
们，每人都带着几样破碗、破碟、
破盘、破瓶之类的物品。然后玩
命地猛砸猛摔一通，他们认为这
样可以帮助新婚夫妇除去昔日
的烦恼、迎来甜蜜的开端，在漫
长的生活道路上，夫妻俩能够始
终保持火热的爱情、终身形影相
伴、白头偕老。

俄罗斯婚礼：叫苦不迭

婚宴上会有人大喊"苦啊!苦
啊 ! "每当有人带头喊时，在场的

所有人便会齐声附和，这时新人
便会站起来，当众深情地一吻。
没过几分钟，又会有人大声叫

“苦”，新郎新娘便又站起来，再
次用甜蜜的吻来平息亲友们的
叫“苦”声……这样的“程序”在
婚宴上至少要重复十几次亲友
们才会罢休。原来，按照俄罗斯
人的说法，酒是苦的，不好喝，应
该用新人的吻把它变甜。

法国婚礼：浪漫简单

结婚前先订婚，仪式简单，
一般由女方的家长宴请男方的
家长及兄弟姐妹，也可同时邀请
其他亲戚、甚至一两名好友出

席。婚礼也已逐渐简化，但仍不
失为最隆重的家庭节日，带有庄
严神圣的色彩。婚礼由市长或他
的一名副手主持，习惯上是在周
二、四、五、六早9时至下午5时之
间。婚礼结束后大宴宾客。

犹太婚礼：不忘圣战

祝福完毕后，新郎以右脚打
破酒杯，象征对当年(公元70年)

圣殿的毁灭地怀念以及提醒人
们永远不要忘了当年耶路撒冷
圣殿毁灭时的悲伤时刻。但在现
代婚礼中，人们则以此风俗来表
示人类关系的脆弱，新生活的开
始以及摒弃一切偏见和无知。

出门旅行，住宿是个大花费。既要住得干净舒适，还要确保安全经济。如何去找到最佳的
价格，实现最大的效益化，是一个智者所要思考的事。在此为您整合一些旅游达人住酒店的
省钱秘籍，能让您既住得舒服，又能少花钱。

到达
2013-12-15 合肥→烟台 ￥580
2013-12-15 贵阳→烟台 ￥1070
2013-12-17 连云港→烟台 ￥100
2013-12-18 延边→烟台 ￥580
2013-12-19 温州→烟台 ￥690
2013-12-23 呼和浩特→烟台 ￥990
2013-12-23 石家庄→烟台 ￥440
2013-12-24 西安→烟台 ￥740
2013-12-24 郑州→烟台 ￥690
2013-12-25 厦门→烟台 ￥830
2013-12-26 天津→烟台 ￥320
2013-12-27 武汉→烟台 ￥310
2013-12-27 广州→烟台 ￥770
2013-12-27 重庆→烟台 ￥680
2013-12-27 深圳→烟台 ￥1110
2013-12-28 海口→烟台 ￥990
2013-12-28 杭州→烟台 ￥640
2013-12-28 南京→烟台 ￥310
2013-12-28 昆明→烟台 ￥1610
2013-12-29 大连→烟台 ￥360
2013-12-29 北京→烟台 ￥280
2013-12-29 沈阳→烟台 ￥430
2013-12-29 长春→烟台 ￥240
2013-12-30 哈尔滨→烟台 ￥240
2013-12-30 济南→烟台 ￥200
2013-12-30 上海→烟台 ￥240
2013-12-30 成都→烟台 ￥660
2013-12-30 长沙→烟台 ￥940

(摘自同程网，以实际变化为准)

网上订房至少省三成

大部分酒店的门市价，都要比
网上订房价贵出30%左右，因此对
于要省钱的自助游来说，门市价订
房是不可取的。如果能提前在网上
货比三家之后，进行预订，还是能
省下不少银子的。

如果一定要在门市订酒店，也
要问问价格有没有优惠切不可不问

价格，急于办理住宿登记手续，应先
商议价格，看看是否有还价的余地，
然后再办理入住手续。时间允许的
话，也可多跑几家，进行比较。从安
全保障及吃住卫生的角度来看，选
择住宿应考虑档次较高的宾馆、酒
店、招待所为好，切不可为了省钱，
而入住那些环境较差的个体旅店。

攻攻略略一一

利用“连住优惠、提前预订优惠、预先付款优惠”

错开旺季高峰期

选择经济型酒店：外出游玩，快捷酒店是最
好的选择，每天只要100多元基本就可以解决住
宿问题；有的三星级酒店推出的特价活动比快
捷酒店还便宜，并且附加一顿丰盛的早餐。

选择青年旅舍：青年旅舍是一个价格合
理并且能够使留宿者在友好的氛围中舒适过
夜的住宿场所，它也绝对是一个能够让你用
最低的价钱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的绝佳场
所。青年旅舍以床位论价，一般一个床位收费
大体相当于在当地吃一套快餐的价格，大约
为三星级酒店单人房价的十分之一。某些青
年旅舍(如不供膳的话)都有一个很大的厨房、
各种锅、碗、瓢、盆、刀、叉、勺随意取用，水龙
头既提供冷水，也有热水。为了防止客人走后

食品由于长期放置而腐败变质，青年旅舍一
般都要求客人将自己的食品用塑料袋装起
来，里面放一纸条，标明自己的姓名、房号及
食品的采购日期，并对冰
箱每周清理一次。厨房中
间一张操作平台，可供多
人同时使用。另外，在厨房
的某一位置，还摆放着由青
年旅舍免费为客人提供的各
种调味品，甚至连面粉也是
免费供应的，如果运气好，还
会有免费蔬菜供应。当然有
些旅舍也会提供餐饮服
务，收费合理。

更多选择经济型酒店、旅舍或家庭旅馆

攻攻略略二二
现在很多的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

都打出了连住两晚有优惠；或入住2间房
以上也会提供折扣。在时间上，提前3天以

上或7天以上预订酒店都会有不同程度的
优惠。另外酒店大都欢迎提前付款的客
户，会给予一定优惠。

攻攻略略三三

攻攻略略四四

时下，不少网站与酒店都推出了
联名信用卡，比如招行与如家推出了
如家联名信用卡，艺龙与工行推出牡
丹艺龙商旅信用卡等。使用这种信用
卡除了可获得联名双方提供的双重
积分奖励外，还能享受交通意外险
赠送等相关促销活动。巧用联名信用卡

攻攻略略五五

一般而言，不少旅游网站
以及经济型酒店都推出了会
员服务，注册成其会员，可以
获取相应积分，而积分积累到
一定量就可以兑换机票、客

房。以艺龙为例，目前预订“皇
冠”酒店，可以额外获得5000

积分，而在其新积分计划中，
最低只需15000积分就可以直
接兑换到酒店或者机票。 成为会员多获取积分

攻攻略略六六

全全世世界界最最有有趣趣的的婚婚俗俗

如果你不想花太多的钱，又要旅游好，那
么要善于利用旅游中的时间差去节约开支。

首先，要尽力避开旺季，在淡季时出
游。一般来说，景点都有淡季和旺季之分，
在淡季出游，不仅车好坐，而且由于游人
少，一些宾馆在住宿上都有优惠，可以打
折，有时折扣甚至在50%以上。在吃饭的问
题上，饭店也会根据淡季的实际情况有不
同的优惠。因此，选择淡季出游要比旺季在

费用支出上少许多。
在出游时，要精心计划好玩的地方和

所需时间，尽量把日期排满，把路线安排
好。如果是早上到，不要马上去找住宿，因
为这时候很多房间可能还没退房。而且背
着包去不好还价，可以先把包存在火车站，
先去玩，边玩边留意有没有合适的宾馆，黄
昏时候再去看房、还价。而且这个时候如果
还没有人住，可以以较低的价格住下。

旅 游资讯

12月特价机票

旅 游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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