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春节节游游 聪聪明明人人必必备备旅旅行行攻攻略略

准备阶段可通过上网和
向旅行社及向亲朋好友了解
旅游的情况，确定旅游大致
的时间和景点，然后再有针
对性地收集相关的资料，如
天气、交通、住宿、饮食、风土
人情、景点和当地的特产等。
制定日程安排根据假期长

短、身体状况、景点特点和交
通住宿情况决定时间的安
排，考虑到各种突发情况，对
时间的计划应略有宽松。

经费计划根据自己的经
济情况和旅游时间长短做好
经费预算，包括交通、住宿、
饮食、门票、购物和杂费等，

定出每天的标准，费用应按
较高的档次计划，以便留有
余地。确定出游计划根据个
人爱好、经济情况和景点特
点，决定参加旅行社团队旅
游或自助游，前者省事省心，
后者自由自在，别有一番情
趣。

准备好行装确定需要携
带的证件、通讯工具、通讯
录、必备的药品、化妆品、信
用卡、钱等，根据出游地的气
候和景点情况，准备厚薄适
当和适合旅游的衣物，并列
好备忘录，以方便查找。

同一旅行线路，价格却
相差几百元。除了旅行社成
本控制技巧外，还有什么奥
妙？

酒店：同样的星级，价格
差异的奥妙就在于酒店的地
段。不在景区或远离市区，价
钱当然比较低。游客每天往
返的长途交通造成时间、体
力的消耗非常大。

航班：不注明起飞时间。

一般来说，时间不好的航班
价格就低，如果是包机，价格
就更低。有的旅行社把航班
安排在晚上，游客第二天体
力不足，游兴大减。返程时，
如果是夜班飞机，公交车和
机场送客车都已停发，游客
不得不打的回家。

饮食：旅行社广告都注
明包多少餐，有的还标示多
少钱。但具体提供的食品是

否货真价实，问题很大。
行程：可以直达，方便快

捷；也可以中转，行程拖延。
旅游车：有的车性能好，

有的差，如大热天空调不凉。
有的车购买保险，有的不买。

门票：不少旅行社声称
团费中包含门票，但可能是

“大票”。事实上，许多景点的
门票分“大票”、“小票”，“大
票”只让进大门，“景中景”、

“园中园”统统单独收费。
景点：景点清单一长串，

似乎“行程丰富”。其实，那些
清单很可能是“分解”过的，
一个景点排上几个分点名
字，或者选举一大堆便宜或
免费的景点。

游客在选择旅行社时，
要细细核实上述七大要素的
含金量，可不能只看报价。

旅行中最好不要化妆，
或者等坐定后马上用洗面液
清洁面部，到达目的地前再
化妆。另外，不要忘了刷牙，
也可用漱口水漱口。

皮肤护理：飞机或火车
里空气的水分比外面要少
20%。而相对湿度50—60%最
合适。因此，长时间坐车、乘
飞机应随身携带润肤露，以
便及时给皮肤补充养分和水
分，同时要多喝水。若随时向
脸部喷些矿泉水，让细小的

水珠在脸上停留片刻则对皮
肤更佳。

眼睛护理：眼睛周围的
皮肤薄且敏感，要格外注意，
一旦觉得眼眶周围发涩，应
马上涂些眼霜或维生素E，以
防细小皱纹的生成。

嘴唇护理：嘴唇没有皮
脂腺，很容易失去血色或发
生皲裂。防裂的最简单办法
是不断用润唇膏或维生素E

加以滋润。
头发护理：干燥的空气

对头发不利，最明显的表现
是头发发痒，梳理时有静电。
保护办法是出发前去美发厅
进行一次全面保养。另外，为
了保持发型，需用防静电的
梳子。

身体护理：任何一种交
通工具的空间都极为狭小。
长时间的坐卧会造成血液
循环不畅，颈背酸痛，双脚
发麻。如有可能，不妨做几
节健身操：身体坐正，双腿抬
起与座椅同高，身体左右两

侧做环形摆动数次；身体坐
正，肩膀向前、向后摆动数
次；收紧大腿、臀部和腹部
肌肉，保持几秒钟，然后放
松。尽可能多重复几次。

调整时差：跨越几个时
区的旅行更令人感到不适，
故在出发前几天的起居应
做适当调整。如旅行是由西
向东，那就要有意早一点上
床 睡 觉 ，第 二 天 早 一 点 起
床；若路线是由东向西，则
应晚睡晚起。

通讯员 李锋 管昱超

随着春节临近，严寒又将来
袭，渔人码头极具春节特色的体验
游受到市民追捧，成为今冬旅游又
一热点。浪漫神秘的鲸鲨馆快乐
游，暖意融融的雨岱山温泉养生
游，还有亲子有趣的“南极童话村”
嬉雪乐园游，渔人码头为您私人定
制，让您乐享春节假期优惠，全家
天天乐！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您来看
鲸鲨、泡温泉，我来送报纸”活动已
经启动。即日起，凡烟台市民购买
鲸鲨馆、温泉门票均可获得2014年
全年《齐鲁晚报》一份，先到先得
哦。

即日起“购门票、购年卡送齐
鲁晚报”

为了回馈广大读者对齐鲁晚
报的支持和厚爱，本报与海昌渔人
码头联手进行“购门票送报纸”活
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次性购买3张及以上鲸鲨馆成
人门票(120元/张)即可获赠2014年
全年《齐鲁晚报》一份，不累计，单
人单笔最多赠送一份。
◇一次性购买3张及以上雨岱山温
泉成人门票(128元/张)即可获赠
2014年全年《齐鲁晚报》一份，不累
计，单人单笔最多赠送一份。
◇办理鲸鲨馆家庭畅游卡(488元/

张)即可获赠2014年全年《齐鲁晚
报》一份。

本次活动均以赠送“订报卡”
的形式发放，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持卡人需在2014年3月31日前到市
内各发行站(具体地址见订报卡)

登记个人信息，过期无效。
咨询电话：鲸鲨馆6792699

雨岱山温泉6792555、6792666。
地址：滨海中路45号渔人码头

(乘坐10路、17路、61路、59路到海
昌鲸鲨馆站下车即到)。

您来看鲸鲨、泡温泉，

我来送报纸
春节，就去海昌渔人码头吧！

宏宏村村————中中国国画画里里的的徽徽派派乡乡村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黄山
西南麓，是古黟桃花源里一
座奇特的牛形古村落。

宏村因奥斯卡获奖电影
《卧虎藏龙》而闻名中外，被
誉为“中国画里乡村”。古宏
村人独出机抒开“仿生学”之
先河，规划并建造了堪称“中
华一绝”的牛形村落和人工
水系，统看全村，就像一只昂
首奋蹄的大水牛，成为当今

“建筑史上一大奇观”。
全村现保存完好的明清

古民居有140余幢，著名景点
有南湖春晓、月沼风荷、牛肠
水圳等。民间故宫“承志堂”
富丽堂皇，可谓皖南古民居
之最。村内鳞次栉比的层楼
叠院与旖旎的湖光山色交相
辉映，处处是景，步步入画。
从村外自然环境到村内的水
系、街道、建筑，甚至室内布
置都完整地保存着古村落的
原始状态。

推荐景点

南湖位于宏村南首，宏
村村落经永乐年间到万历年
间，楼舍连栋，高低错落，人
口繁衍，光靠月塘蓄水已不
够用，又在万历年丁末年将
村南百亩良田，凿深数丈，周
围四旁砌石立岸，仿西湖平
湖秋月式样，建成南湖。湖成
大弓形，湖堤分上下层，上层
宽4米，原来古树参天，苍翠
欲滴，躯干青藤盘绕，禽鸟鸣
唱，还有垂柳，枝叶婀娜，像
临镜梳妆的少女，把秀发洒
向湖面水中。湖面绿荷摇曳，
鸭群戏水，另有一番景致。整
个湖面倒影浮光，水天一色，
远峰近宅，跌落湖中，加之树
荫水深和日光的相互作用，
明暗协调，动静相宜，显得幽
深、雅静、清新、明丽。

月沼建于明永乐年间，
当时宏村76世祖汪思齐发现

村中有一处天然泉水，冬夏
泉涌不息，汪思齐三次聘请
海阳县的风水先生何可达及
族内高辈能人，“遍阅山川，
详审脉络”，制订出扩大宏村
基址及进行村落全面规划的
牛形水系蓝图；凿引西溪水，
牛肠水圳九曲十弯，把水引
入村中心天然井泉处，建池
塘，以水供防火、饮用、洗涤
等。其后裔汪升平等人投资
万余金，继续挖掘修建半月
形池塘，完成了前人未完成
的“月沼”，月沼水常年碧绿，
塘面水平如镜，塘沼四周青
石铺展，粉墙青瓦整齐有序
分列四旁，蓝天白云跌落水
中。老人在聊天，妇女在浣纱
洗帕，顽童在嬉戏。

水圳是人工修建的用来
灌溉农田的水利体系，也兼
有泄洪的功能。水圳绕过家
家户户、长年清水不断。宏村
人的祖先很会利用自然溪水

来做文章，他们在宏村的上
首浥溪河上拦河建石坝，用
石块砌成的数米宽的人工水
渠，利用地势落差，把一泓碧
水引入村中。水圳九曲十弯，
穿堂过屋，经月沼，最后注入
南湖，出南湖，灌农田，浇果
木，重新流入濉溪，滋润得满
村清凉，使静谧的山村有了
动感，创造一种“浣汲未防溪
路远，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
好环境。

宏村美食

宏村开发得很完善，村
口有专门的饭馆，臭鳜鱼、五
加皮炒蛋、紫菜花烧肉、土鸡
等是这里的特色菜。每天傍
晚的时候，村口会摆起长长
的大排档，各种烤串、麻辣烫
会一应俱全，让人眼花缭乱。
此外，村中的农家乐也全都
提供饭食，可以在住宿的农
家小院里安心品味美食。

旅行中的保养技巧

识别旅游价格差在哪儿

订好计划再出游

春节长假临近，想去
的地方很多，外出的方式
很多，具体安排更是五花
八门，而每次旅游成功与
否，是否能享受到旅游的
乐趣，与旅游计划制订的
好坏有很重要的关系。

非 游 不 可

徽派乡村面貌

宏村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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