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庙会“年轻”了 孙悟空改打灰太狼
动漫、街舞、江南style，还有草根达人， 今年的毓璜顶庙会引来不少年轻人

今日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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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芳芳

  赶庙会已经成为很多烟台

人雷打不动的习俗。从最初的1

天延长到现在的6天，从上香祈

福到现在有200多个节目、上百

场演出，从最初的几百人到现

在的近20万人，毓璜顶庙会的

时间延长了、节目增多了、人数

也增多了，而每办一场庙会的

费用也增加了不少。

七八十万办一场庙会

  “以前办一场庙会可能二

三十万就能解决，但现在七八

十万才能维持成本。”毓璜顶公

园主任黄振东说，6天时间里，

有近20万人来逛庙会，必须要
请保安公司维护秩序，最多的

一天会有400多个保安巡逻。

  在办会的成本中，舞台搭

建、演职人员的费用等也占了

相当大的比重。“每次挖掘一些

非遗表演项目都要花费不少钱

去聘请演员。”黄振东说，除此
之外，还有保洁、水电等费用，

基本上一场庙会办下来费用在

七八十万左右。

摊位费首次拍卖招商

  一场庙会花费七八十万

元，在没有过多政府补贴的情

况下，自己搭台，自己唱戏，主

办方探索市场经营模式，今年

首先推出了摊位竞拍的模式。

  “现在再也不用发小广告

了，看准庙会的商机，商户们自

己就找上门来了。”黄振东告诉

记者，庙会上近20万市民给400多

家商户带来了几百万元的收入。

  今年的摊位管理首次竞标招

商，自主经营，专人管理，面向社

会邀请摊位经营者加盟。其中，经
营项目有各地民俗手工艺品以及

百货、特色小吃、娱乐游戏等。

  “除了摊位费的收入，还有

门票收入。”黄振东说，为期6天

的庙会只在正月初九当天需买

票进入，一方面是因为当天人

多，为了控制客流，另一方面就
是考虑到办庙会的投入。”

  摊位费和门票成为庙会收
入的两大来源，初九当天的香

火钱也是收入之一。 “通过不

断摸索新的模式，实现与市场

并轨，庙会逐渐实现了收支平

衡，略有节余。”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qlwbsff@vip. 163 .com

  本报2月17日讯 各地美

味小吃、各种民俗表演、各种工

艺品……要说今年毓璜顶庙会

上人挤人挤掉鞋这绝对不夸

张。今年的庙会突出年轻化，孩

子们喜欢的喜羊羊、灰太狼也

成为传统皮影戏中的主角。

  咿咿呀呀的京胡声，腾云

驾雾的仙与魔，光影下翻滚的

众生……17日的毓璜顶庙会

上，喜羊羊和灰太狼作为主角

走进了皮影戏，引得孩子们伸

长了脖子往人堆里扎。

  “白龙马是我哥，孙悟空是
我弟，看你敢把我怎么样？”跟

电视里上演的《喜羊羊和灰太

狼》不同，这里正在上演的是经
过民俗艺人刘正中老人改编的

皮影戏《孙悟空大战灰太狼》。

  根据“子鼠丑牛寅虎卯兔

辰龙巳蛇戊马未羊申猴酉鸡戌

狗亥猪”的顺序，白龙马、喜羊

羊、孙悟空成了三兄弟，在戏里

与灰太狼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拼
搏。

  “我还会回来的。”经过与

孙悟空的一番厮杀，最终，灰太

狼还是喊着他的那句经典台词
被打跑了。

  加入喜羊羊和灰太狼等元

素的皮影戏吸引了众多市民观

看，上有耄耋老人，下有黄口小

儿，惟妙惟肖的各种皮影角色，

配上刘正中幽默诙谐的“烟

普”，引得观众捧腹大笑。

  “动漫、街舞、江南style，还

有各类草根达人。”毓璜顶公园

主任黄振东说，今年的庙会着

重突出年轻化。

格算算庙会的经济账

商户赚钱

举办方也是赢家

逛庙会 乘公交比开车方便

□通讯员 亚林 全福
□本报记者  孙健  于飞
qlwbsunj@vip. 163 .com 

  正月初九是毓璜顶庙会最

热闹的一天，当天上午交警部

门可能会对毓璜顶公园周边的

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建议

逛庙会的市民还是选择乘公交

车出行。

公园周边交通管制

  初九可能实行临时交通管

制的路口有：璜顶西路与焕新

路交叉口；西南河与乐山里、毓

璜顶东路交叉口；南大街与毓璜

顶北路、四德街交叉口。另外，南

大街振华购物中心A座、B座之间

的小路通往毓璜顶东路，如果人

流、车流量大，民警也会在此路

口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一般来说初九上午9点左

右可能赶上大流。”执勤民警
说，上班市民可合理安排时间。

远端停车比较靠谱

  根据往年经验，为了抢到

初九庙会的头香，不少市民会

在初八晚上就赶到毓璜顶公园

“抢座”。 

  “初九早晨及上午前来逛

庙会的车辆很难在庙会周边地

区停车，建议全部远端停放。”

交警一大队的执勤民警说，远

端停放可以选择以下停放场

地：东来的车辆可以停放在文
化中心地下停车场；西南面的

车辆可以停放在毓璜顶西路南

端和通世路东段附近停车场；

北来的车流可以在沃尔玛、振
华商厦的地下停车场停放。 

逛庙会坐公交更方便

  “逛庙会还是坐公交好，要

是开车来光找停车位就很费

劲。如果有老人和孩子一同前

来，建议驾驶员即停即走，把车
停得稍远一些。”执勤交警称，

毓璜顶周边主要有4个公交站
点，市民可就近选择公交车前

往庙会。

蔬菜区走一圈 只买了豆芽
节后蔬菜价格依然坚挺，不少市民空手而归

80多吨白菜萝卜投放市场
储备菜每斤价格比市场价低两三毛 

□记者 孙芳芳 报道 

  本报2月17日讯 春节期间，

去年年底投入使用的蔬菜储备库

首次向市场投入白菜、萝卜等储备

菜共80多吨，出库价格每斤比市场
价低2—3毛钱左右。 

  “冬春本来就是蔬菜的淡季，

再加上正好是春节，所以菜价比平
时高不少。”烟台市商务局蔬菜副

食品科科长董从智介绍，储备库储

菜主要是保障恶劣天气下蔬菜的

供应，考虑到耐储性等因素，主要

储存白菜和萝卜两种。 

  “从初四开始就陆续往外出
了，今天又出了5万斤白菜和1万多

斤萝卜。”在幸福蔬菜批发市场的

蔬菜储备库内，工作人员正在将白

菜的烂叶进行处理。幸福蔬菜批发

市场经理邢军说，到目前为止，已

经陆续向市场投入80多吨储备菜，

并且还将持续投放。储备菜价格比

市场上每斤低两三毛左右。　   

  “除了保障供应外，蔬菜储备

库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平抑

菜价。”董永智称，一到恶劣天气，

由于运输困难，市场上蔬菜的供应

量减少就会造成菜价上涨，而将储
备库里的蔬菜投入市场后就能起
到平抑菜价的作用。

首波返程高峰安全“度汛”

预计正月十六火车和公路迎来第二波客流高峰

□通讯员 张树人 李秀丽 

□记者 李大鹏 王晏坤 报道

  本报2月17日讯 17日，记者从
烟台火车站了解到，初六第一个返

程高峰已经结束，预计第二高峰在

正月十六。烟台第一波公路客运返

程客流高峰也基本结束。

  春节期间，烟台火车站发送客

流平稳。2月15日(正月初六)是节后

第一个高峰，已经结束；预计2月25

日(正月十六)是节后第二个高峰，

预计客流量1 . 1万人。 

  目前，火车票互联网、电话

订票预售期延长至 2 0天 (含当

日)，烟台火车站窗口及代售点预

售期延长至18天(含当日)。由于

互联网售票和电话订票放票最

早，同样一天的车票，比车站窗
口和代售点早了2天。对于热门方

向尤其是车票比较紧张的车次，

旅客最好用网络、电话订票等方

式提前购买车票。 

  17日上午，记者在汽车总站候

车大厅看到，乘客明显少于节前高

峰时期，大厅内留有很多空座。 

　 　“现在第一波上班族人员返程

高峰结束了。下一个返程高峰将出

现在学生返校和进城务工人员返

烟的时间段。”工作人员说，这几天

长途客流较多，从初五开始就陆续

增开了发往北京、上海、南京、杭州

等方向的加班车。

□通讯员 盛春子 赵怡

□本报记者 柳斌 

　 　 机场方面也迎来返程高峰，白领、

上班族、探亲流是航班运输的主力军，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东北航线仍是
热门线路，部分热门线路已经无票源。

  据机场工作人员介绍，从正月初
五开始，机场返程客流高峰开始出
现。“根据出行情况,烟台飞往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昆明等方向比较繁
忙，进港以东北方向为主，沈阳、大
连、哈尔滨飞烟台机票紧张。”工作人
员说,客流高峰将持续5天左右，正月
十二前后票源紧张情况将逐渐缓解。

　 　 据介绍，正月初八(17日)、初九
(18日)广州、深圳、北京航班基本无

票，自正月十九开始，机票紧张程度
有所缓解。上海航线最近几天剩余客
票也不多，大部分航班在全价销售。

预计下次客流高峰出现在正月十五
前后，将以学生流为主。

  烟台港客运站工作人员介绍，节
后旅客运输比较稳定，正月初六达到
小高峰，发送旅客超过10000人次，总
体比较稳定。预计正月初九至正月十
四将再次迎来客流小高峰，客流将以
探亲流和民工流为主。

  虽然客流迎来高峰，但票源充
足。旅客可以到烟台港客运站售票窗
口或公司代办点购票，也可登录其网
站www.bohaiferry.com进行网上购票
或拨打服务热线0535-6506666进行电
话订票。

□本报记者 李园园

  家住芝罘区的张先生平时买
菜爱记账，他粗略地给记者算了一
比帐，发现春节期间做六道家常菜
比平时要多花一倍的钱。

  张先生说，1月29日，他在市区
一超市买的白黄瓜4元/斤、芹菜
2 . 5元/斤、芸豆6元/斤、西红柿3 . 5

元/斤、冬瓜1 . 5元/斤、鲜蘑菇3 . 5元
/斤。2月15日，他又来到超市买菜，

这次买的白黄瓜10元/斤、芹菜4元
/斤、西红柿4元/斤、芸豆10元/斤、

冬瓜2 . 5元/斤、没有鲜蘑菇买了鸡
腿菇，10元/斤。以每盘菜各需一斤
菜来算，平时这六样菜需要21元，

春节期间至少得40 . 5元，多花了近
一倍的钱。

□通讯员 刘飞强 

□本报记者 李园园 

  17日，记者从烟台市价格监测
中心了解到，与春节前相比，蔬菜
价格微降，预计元宵节后，价格回
归理性。 

  节前低温雨雪和雾霾天气，延
长了蔬菜的生长期，增加了蔬菜生
产和运输成本，加上春节影响，导
致烟台市蔬菜价格高位运行。

  而由于节前市民海产品储备
充足，春节后，海产品价格降幅较
大，其中鱼类产品价格普降，据对
环海农贸城监测显示，鸦片鱼(野
生)、刀鱼、大黄花、鲈鱼、小黄花价
格分别为40 . 00元、18 . 00元、18 . 00

元、10 . 00元、11 . 00元。

□记者 李园园 报道 

  本报2月17日讯 “节前蔬

菜价格高得离谱，黄瓜都没舍得

买，这节后菜价咋还这么高？”17

日上午，在大润发超市，市民于

女士看着正在搞促销的白黄瓜，

还是没舍得买。

  于女士告诉记者，白黄瓜会

员价9 . 6元/斤，做一盘凉拌黄瓜

就得10块钱。原本以为节前菜价

高峰已过，菜价应该回落不少，

可到超市一看才发现，跟平时比

菜价还高了不少。她在蔬菜区转

了一圈，只花了2 . 5元买了一斤

豆芽。 

  记者发现，不少市民在蔬

菜区转悠了一圈，空着手走

了。平时上午10点多，菜叶类

蔬菜的货架前，都会挤满顾

客，菜也卖得差不多了。而如

今，菜叶类货架上的蔬菜，就
像没人动过一样，整齐地摆满

整个货架。

  据观察，油菜4 . 5元/斤、菠
菜6 . 2元/斤、生菜7 . 3元/斤、茼蒿

7 . 9元/斤、油麦菜6元/斤……这
么高的价格，让不少市民望“菜”

兴叹。倒是价位在1 . 5元/斤左右

的白菜、白萝卜、胡萝卜、青萝卜
分外受欢迎。

  相对于超市的蔬菜价格，

农贸市场的蔬菜价格稍微便

宜一些。但在红利市场，记者
转了一圈，竟然没发现一家卖

绿皮刺黄瓜的摊位。“价格高，

哪敢进啊。”在红利市场卖菜
的杨先生说，他们基本都是初

六、初七开始出摊，菜品也比

较少，就进了青椒、菜花、藕、

萝卜这几种常见菜，菜叶类蔬

菜过几天天暖和些再进来卖。

春节做六道菜

多花一倍的钱

元宵节后

菜价可能回落

□通讯员 王俊超 

□本报记者 孙芳芳

  结伴出游、家庭聚餐、

逛街购物……春节期间各
项活动挤满了假期日程，

网友们纷纷在网上晒起账
单。这个春节烟台市民花
起钱来一点都不手软，根
据商务部门的监测，烟台
市民春节期间共花了42 . 93

亿元。 

  “回家前买了一大堆
年货，还给爸妈买衣服，回
家后给孩子们包红包。算
了一下，花了差不多一万
多块钱。”开发区一家企业
上班的于进东将过年总结
成俩字，就是“花钱”。“春
节回家也就是短短的一个
周左右，花了差不多两个
月的工资。”

格数字看春节

42 .93亿元
春节花钱

烟台市民不手软

145万人次

长假中

休闲旅游的人不少

□通讯员 徐晓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春节7天长假中，市区
各景点，烟台市接待旅游和
各种休闲活动的总人数
145 . 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
收入11 . 39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8 . 81%和13 . 07%，民俗
游、休闲游和自驾游成为春
节期间烟台旅游最受游客
青睐，成为拉动春节旅游的
三驾马车。

航班航线：

今飞北京广州基本没票

格相关新闻

格庙会趣闻

“大婶”找对象 观众笑弯腰
□本报记者 孙芳芳

  除了各项民俗表演外，今
年毓璜顶庙会舞台上还有草根
达人助阵。去年在《让梦想飞》

的舞台上，“烟台大婶”组合凭
借一曲《最炫民族风》让大家熟
知。17日的毓璜顶庙会上，“烟
台大婶”成员杨淑云又来“找对

象”了。

  红扑扑的脸蛋，两条马尾
辫，杨淑云的形象引得周围观
众哈哈大笑，她自己也跟着笑
了起来。

  “这个形象确实有点夸张，

走在路上回头率是百分之二
百。”杨淑云说，这次表演的是
小品《找对象》，主人公有点二，

用烟台人的话说就是有点彪乎
乎的。只要观众们看完能够哈
哈一笑，就值了。

  “你们看俺长得俊不俊？”

嚼着棒棒糖，扎着歪辫子，杨淑
云一上台，夸张的造型便引得
观众们捧腹大笑。虽然一番折
腾下来，还是没找到对象，但观
众们却着实乐得不行。

  17日，毓璜顶庙会上各种民俗舞蹈透着一股喜庆

味。 记者 赵金阳 摄

  彪乎乎的烟台大嫚上台找对象，引得下面观众笑
弯了腰。 记者 赵金阳 摄

  皮影戏中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吸引了不少小朋友。

 记者 孙芳芳 摄

  黄瓜价格依然坚挺，一市民挑选黄瓜时，不时抬头看看价格。 记者

 李园园 摄

17日，烟台火车站返程的人数较正月初六已经减少。 记者 李大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