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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除夕夕火火车车票票两两天天只只卖卖了了660000多多张张
春运火车票网购占六成，24日至28日将迎节前客流第二高峰

挑来挑去
还是选小国光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李静)

临近春节，不少市民纷纷订购苹
果为过年做准备。市场上苹果品种
较多，口味各异，让不少市民挑花
了眼。

13日，市民张女士拨打本报订
购电话，订购了三箱小国光。她告
诉记者，其实自己纠结了很长时
间，红富士口味脆甜，可是经常吃
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自己挺喜欢
吃小国光，又怕过年亲戚来了不喜
欢吃，为这个事她特地给自己亲戚
打了电话，结果大家一致选择小国
光。

“没想到这么一致，小国光个
头小，不过味道酸甜很好吃。”张女
士告诉记者，后来自己也想了想，
过年嘛，就应该想吃什么买什么，

“现在又不像老辈子了条件不好，
而且小国光现在特别不好买，错过
了这个时候怕以后想吃都买不到
了。”

不少市民像张女士一样感觉
难寻小国光踪影，为满足市民对老
味道的追寻，本报特联系栖霞苹果
产地，推出正宗小国光苹果，个头
在65-70级别左右，统一采用印有

“齐鲁晚报”和“栖霞市政府”logo

的纸箱包装，每箱售价120元。只要
是市区的读者，并且在投递范围之
内，订购苹果后将由工作人员免费
送货上门，订购电话15275567096，
数量有限，先订先得。

此外，为让更多市民吃上正宗
烟台苹果，本报联合栖霞市人民政
府推出了“栖霞苹果红齐鲁爱心公
益活动”，爱心苹果全部来自烟台
苹果最正宗的产地——— 蛇窝泊镇，
政府把关，保证了苹果的高品质。

本报的爱心苹果全部选用的
都是80级别(直径80毫米)以上的红
富士苹果。需要的市民可拨打订购
电话6879078、15668099162订购。或
者 也 可 以 到 淘 宝 网 店 h t t p : / /
shop106287839 .taobao.com/，直接订
购。另外，市区的市民也可以到烟
台振华量贩超市7家分店选购，其
中包括烟台振华量贩超市购物中
心店、振华商厦店、开发区店、福山
店、新天地店、台湾村店和南山世
纪华府店。

总结提炼
“善小”成果经验

本报讯(记者 闫丽君 通讯
员 王同耀 张军苗 ) 近日，蓬
莱公司召开党群工作例会，总结提
炼“善小五心五融入，激发正能量”
为公司全年“善小”活动成果，发挥

“善小”品牌效应，强化“善小” 示
范作用，在职工中激发“善小”正能
量。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柳
斌)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年
味也越来越浓，本报发起征集马
年新春祝福语的倡议后，已经有
不少市民参与，如果您对亲人、
朋友有何新的祝福，可以继续联
系我们，入选的祝福语将于年底
在本报马年拜年特刊上推出。

9日本报发起征集马年新
春祝福语的倡议后，已经有不
少市民联系我们，有孩子祝福
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身体健
康、心想事成的；有丈夫感激妻

子不怕艰辛、默默付出的；有安
徽老乡祝福不能回家的朋友万
事如意、马年发大财的；有市民
祝愿祖国江山稳固、国富民智
的。他们或通过短信、或通过邮
件表达了对亲朋好友的祝福。

临近年关，或许您已经做
好了过年的行程安排，为一家
人准备好了年货；或许您已经
买好了回家的车票，期待一家
人的团聚；或许您有各种各样
的原因，过年暂时不能回家，或
许您得在岗位上坚守，奔波在

异地他乡……但无论如何，祝
福不能少。

现在，本报为您提供一个
祝福平台。无论您身在烟台还
是外地，只要想对亲朋好友表
达您心中浓浓的情意，都可以
编制祝福语发送给我们，每个
祝福语控制在100字以内，您的
祝福将于春节前在本报马年拜
年特刊上推出。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送：

1、编辑祝福语或将手写祝
福语拍成图片发送到qlwblb@

126 . c om，祝福语后请注明姓
名，邮件中尽量附上本人电子
版生活照片，届时一并刊登在
报纸上。

2、通过短信编辑祝福语发
送至15006559129，短信中请注
明“马年祝福语”和本人姓名。

3、祝福语以信件形式寄到
芝罘区环山路 3号润利大厦
1603，柳斌(收)，尽量附本人生
活照片。

4、今日烟台官方微博也接
受祝福语留言。

您您写写祝祝福福语语，，我我们们来来登登报报
本报征集马年祝福语，并在马年拜年特刊推出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孙
芳芳) 为迎接2014生肖马年春
节的到来，南山公园以“跃马扬
蹄迎新岁”为主题的新春贺年
会也将在农历大年初一拉开帷
幕。届时动物园新引进并驯养
的英国矮马、由四只新生小东
北虎组成的“小虎队”也将与游
客见面。

据了解，动物园工作人员
提前近半年时间，将新引进的
英国矮马进行驯养，在春节期

间便会与游客贴心互动共迎马
年。届时，凡是生肖属马的市
民，在2014年春节的正月初一
至初三凭本人有效证件(身份
证、户口簿)免费游览动物园，
且同行的家人、朋友也可享受
购动物园联票7折优惠的待遇。

同时，园方还会以抽奖的
形式邀请幸运游园小朋友与小
矮马拍摄“马上封侯”祝福照，
尽享新春贺年之旅，小矮马互
动活动时间为2014年正月初一

至正月十五。
除了小矮马外，动物园

2013年10月出生的四只小东北
虎，将于2014年春节期间喜迎

“百岁”，届时它们将正式与广
大游客见面共度新春。同时，动
物园还会举办为小虎征名的活
动，利用公园微博以及邀请现
场游客为它们起一个好听的名
字。并且为参与起名字并入围
的市民发放奖品，也以此向市
民宣传动物保护的理念。

此外，游乐园的工作人员
也已将过山车、碰碰车、豪华转
马、海盗船、旋风飞椅等十余个
项游乐项目全部进行保养与检
修，确保春节期间安全运行。为
让所有到游乐园游玩的游客感
受到新春的喜悦，公园还举办
了“马年大吉”送贺礼活动。根
据马年生肖特点，购买各种款
式的毛绒马玩具，挂件，按照游
客购买游乐票的价格赠送相应
的贺礼。

属马的市民有福利啦

正正月月初初一一至至初初三三可可免免费费逛逛动动物物园园

本报1月13日讯 (记者 孙
健 ) 13日起，市民将可以从火
车站售票窗口、代售点和自动
售票机上购买1月30日 (大年三
十 )的车票。记者了解到，真正
到 大 年 三 十 才 返 乡 的 人 并 不
多，网络和电话售票开通两天
后，30日的火车票只卖了600来
张。

“大年三十的火车票 1 1日
开始就在网上发售，购买车票
的人并不多，而且以短途票为

主。”1 3日，记者在烟台火车站
了解到，截至13日上午11点，通
过网络购票、电话订票两种方
式共售出1月30日车票676张。

“从网络和电话售票的情况
来看，火车站客流的第二次高峰
集中在24日-28日期间，其中26

日、27日、28日三天的客流量最
大，在12000人次以上，26日目前
的网络售票已超过13000张。”工
作人员说。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1月1日

起至今，旅客购买的烟台火车站
始发的列车车票中，有六成左右
车票通过互联网购买，电话订票
占两成左右，剩下两成通过车站
窗口、代售点和自动售票机售
出。

据了解，目前24日-28日的
互联网购票中有大量车票未换
取纸质车票，平均每天有 6 0 0 0

张左右。“估计在客流高峰那几
天每天到站取票的客流量会很
大，我们将提前做好准备，开足

取票窗口，方便乘客及时取票
上车。”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说。

此外，春运期间加开的临客
车票互联网、电话预售期为25天，
13日起，市民可以通过以上两种
方式购买到2月6日(正月初七)的
返烟临客票。

据了解，春运期间，烟台共
加开两趟临客，1月10日至1月29

日、2月3日至2月24日期间烟台-

泰山间每日加开K8298/5次、泰山
-烟台间每日加开K8296/7次；2月

5日至2月23日成都-烟台间隔日
加开K2678/5次，2月7日至2月25

日烟台-成都间隔日加开K2676/
7次。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个车
站火车票的起售时间与烟台不
同，成都站的起售时间为上午9：
00，泰山站的起售时间为18：00。
目前两趟临客的返烟车票均富
余，节后从以上两个方向及沿途
城市返回烟台的旅客可提前着
手购票。

本报1月13日讯(记者 李
静) 随着春节的临近，许多市
民都想“从头开始”，准备用新
形象迎接新的一年。近日，烟台
不少理发店内生意火爆，顾客
扎堆剪发、染发、烫发等，工作
人员有时要加班到晚上十一二
点，有的理发师预约已经排到
三天后。

13日上午，在莱山区国际
标榜名秀店内，五名理发师都
忙着为顾客理发，有的烫发，有
的染发，有的剪发。

“这阵子确实很忙，最忙的
时候要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
有的理发师预约都排到三天以
后了。”大志告诉记者，每年到
临近春节的时候，都会出现顾
客扎堆剪发、染发、烫发等情
况，平时晚上八九点钟下班，这
段时间经常会加班到晚上十一
二点，早上开门营业的时间也
会提前些。

大志介绍，现在平均每天
接待染发、烫发的顾客要比平
时多近3成左右。“其实每天来
的顾客很多，但是烫发、染发的
需要时间很长，一般顾客染烫
一起做就得三四个小时，有时

想多接待几个顾客都不行，所
以现在很多老顾客都是提前打
电话预约。”大志告诉记者，预
约最多的是星期六星期日，没
有预约来理发的根本排不上。

“最近我们天天加班。”时
尚芭莎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
他们理发店比较热门的发型师
基本上两三天之内是预约都是
排满的。

在采访中，有理发师建
议，一般到春节前 1 0天左右
是最忙的时候，想理发的市
民可以错开高峰时期，提前
抽时间理发。

春春节节来来临临，，理理发发店店火火了了
有的理发师加班到晚上十二点，预约排到三天后

春节临近，理发店的生意逐渐火爆起来。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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