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要参观皇宫，请大
家待会儿排队进场，参观时不要喧
哗、随意拍照⋯⋯”昨天上午 9 点，
当许多人走进办公室，“扫尾”年前
工作时，宁波万达国际旅行社导游
吴杰超正带领着旅行团踏进泰国
大皇宫的大门。

这已经是吴杰超入职以来第
四次在异国他乡度过春节。1 月 21
日至 1 月 26 日，他将带领着全部由
宁波市民组成的旅行团在曼谷、芭
提雅等地旅行。“年前已经回了老
家一趟，正月初二带团回来回不回
去见父母，还要视工作安排再定。”
吴杰超在电话那头说。

带团旅游、经常出国，在他人
眼里是一件非常惬意的工作，但对
于一名导游来说，却意味着责任与
付出。“这次带的团，许多人是第一
次出国旅游过年，做好文明旅游非
常重要。”吴杰超说，离开宁波前一
周就针对泰国的文化和风俗人情
做好了详细的攻略，通过《泰国出
行温馨告知书》的形式发给每一位
团员。记者在这张《告知书》上看
到，除了提醒带好护照、日用必需
品以及泰国的饮食习惯、旅游规定
外，吴杰超向游客提得最多的就是
有关文明旅游的注意事项。

“春节期间，泰国的气温比较

高，但许多景点要求穿长裤，不能
穿拖鞋，另外在宾馆不能吸烟，随
意扔垃圾 ，这些都要反复提醒游
客。”吴杰超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虽
然经常带团去泰国，但他对文明旅
游一刻也不敢放松。“出一点问题，
就可能成为头条新闻，传到国内就
丢脸了。”吴杰超半开玩笑地说。

这也难怪，作为全国、浙江和
宁波“三料”金牌导游，一直以来，
吴杰超一直把出境游“零失误”作
为工作的重点。“出境游文明公约
虽然只有六条，但是包含了讲究卫
生、爱护环境、衣着、出行、住宿等
方方面面，要让一个团所有的人都

严格执行，需要把功夫做到细处。”
吴杰超说，他说，这两年出境游市
民闯红灯、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的
少了，但吸烟问题仍然多发。“有的
游客经常无意识地点燃一根烟，有
时烟瘾上来就算知道会被罚款仍
然我行我素。”吴杰超说，这次，他
和团员们约法三章，一定不能出现
违反规定吸烟的问题。

身在异国他乡，导游就像“司
令官”，但吴杰超可不是只有严厉
的一面，更多时候，他还是一枚给
众人带来欢乐的“开心果”。吴杰超
来自黄梅戏之乡 ，先后自学了京
剧、昆曲和豫剧等地方剧种 100 多

个唱段，在 2016 年央视举办的“梨
花奖”戏曲大赛上获得过月冠军。
如今在带团之余，他仍然坚持每年
抽出 1 个月时间随剧团下乡演出。
在旅途中，吴杰超经常给游客来上

“一嗓子”，颇具功力的《十八相送》
《红楼梦》等选段，立马驱散了大家
的疲惫与孤独。

“导游要用心、善良，真诚地对

待每一名游客。”吴杰超说，今年要
用更周到的服务，让每一位团员在
泰国度过一个欢乐、文明的春节，
为宁波的出境带队导游做示范。

据统计，今年春节长假，全市
共有 475 个旅行团和 10 个自由行
队伍出境旅游，总人数超过 19000
人。估计有近 500 名出境导游工作
在带队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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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当许多人踏上回乡路，与家人团聚之时，我市7000余名导游却毅然“逆行”，带领人们走南看北,旅游过
年。今日起，本报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推出特别报道“金牌导游带你过大年”，全方位展现宁波导游敬业奉献，
倡导文明旅游的风采。

金牌导游带你过大年

编
者
按

吴杰超：陪游客在泰国文明过年

吴杰超向游客讲解泰国游注意事项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冯
叶）记者昨日从市公路与运输中心
获悉，2020 年春节期间高速公路
收费站出入口流量预计突破 400
万辆次，同比增长 8%左右，部分路
段和时间可能出现拥堵。

从 本 月 10 日 春 运 第 一 天 开
始，高速公路交通量逐步增大，预

计至 24 日除夕当天逐步回落到低
谷。而从正月初四开始，返程车流
增多，至正月初六达到高峰值。

春节期间，甬莞、甬台温、杭州
湾跨海大桥、甬金高速每日上午
10 时至 11 时、下午 2 时至 4 时将
出现流量高峰。特别是除夕与正
月初一，各高速出入口交通高峰

会提前至上午 9 时。正月初五与
初 六 ，高 速 将 迎 来 返 程 高 峰 ，宁
波东高速出口易出现拥堵。

宁波高速易拥堵的隧道包括
G1512 甬金高速宁波段（溪口西至
嵊州段及洞桥至溪口东段）隧道路
段、G15 甬台温高速（姜山北至奉
化 段 及 宁 海 北 至 宁 海 南 段）、

G1523 甬莞高速宁波段（原 S19 甬
台温复线高速及其新增延伸段）

（云龙至塘溪隧道路段）、（象山至
新桥段隧道路段）、G15 杭州湾大
桥南接线高速（慈城至掌起隧道路
段），公路与运输部门提醒司机，进
入隧道请开启近光灯，隧道内行车
严禁随意变更车道超车。

春节期间，宁波高速这些路段可能比较堵

本报讯 （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周瑾 水心胜） 昨天下午，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发布春节期间
交通出行安全提醒。据交警部门
预测，1 月 23 日下午起至晚上 10
时，我市将迎来出城高峰，同时
城市主要道路或将出现交通拥堵
等状况。

根据往年经验，农历十二月
二十九往往是回家高峰以及购置
最后一波年货的高峰期。此时铁
路宁波站、客运中心等周边道路，
各个高速出入口及连接线将会有
大量车辆聚集。同时，鄞州万达、印
象城等商圈及麦德龙等大型超市
也会出现车辆排长队现象。

等到除夕夜时，祈福活动众
多，从晚上 9 时 30 分起至次日上
午 11 时，我市各大寺庙周边将迎
来交通高峰。今年，鄞州七塔寺
北门箕漕街 38 弄将双向禁止机动
车通行，雷公巷、外潜龙街实行
西往东单向通行，彩虹桥巷实行
东往西单向通行；鄞州天童寺主
停车场实行逆时针单向通行。

还有车流量年年创新高的杭
州湾跨海大桥，今年春运期间总
车流量预计为 190 万辆次。此前
双向日均流量超过 5.6 万辆次，同
比上升 22%，其中往上海方向流
量是往宁波方向流量的 1.5 倍。预
计正月初二至初六，大桥日均流
量将超过 6 万辆，初七至元宵车

流 量 恢 复 正 常 ， 元 宵 过 后 一 周
内，将会迎来一波返程高峰。

而景区方面，东钱湖韩岭老
街、象山影视城、奉化溪口、鄞
州罗蒙环球城、海曙南塘老街、
镇海植物园等主要景区每日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将出现客流集中。
此外，交警部门还梳理了 9 处

交通事故多发点段：海曙横鄞线与
段三线交叉口、江北环城北路与湖
西路路口、鄞州宝瞻线东吴镇小白
村路段、北仑沿海中线与庆河路路

口、北仑泰山路通山连接线（宁波
轻轨霞浦站）路段、余姚浒溪线阳
明街道新桥村路段、宁海甬临线梅
林街道大路周村附近、象山象西线
墙头镇亭溪村路段、慈溪杭沈线掌
起镇洋山夜市道口。

今日下午起宁波将迎春运高峰

昨日，市公交集团司机在检查车辆通风设备。当日起，市公交集团要求司机做好每趟次车厢卫生巡检，梳
理排查所有公交车的空调、换气扇、车窗等通风设备，确保空调、换气扇正常工作，车窗正常开启，司机在行
驶过程中将打开通风设备，保障车厢空气流通；同时对客流量较大的热点线路，将增加运力，确保车厢内乘坐
环境不拥挤。 （张燕 邵建荣 摄）

公交车加强清洁通风公交车加强清洁通风

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李庆云

仅用 4 个月，钱湖人家社区就
破解了居民乱扔垃圾的难题，垃圾
分类工作开始走上正轨。“居民乱
投乱扔垃圾的现象已基本绝迹，多
亏了退役军人同志们的帮助！”东
钱湖旅游度假区钱湖人家社区负责
人林美君感叹。

事情还得从去年中秋说起。钱
湖人家社区的居民多为沿湖拆迁村
的村民，生活习惯一时难以改变，
加之社区建筑面积大、居民人口
多，入户指导与宣传效果不佳。在
社区举办的“迎中秋、话兵情”退
役军人茶话会上，林美君第一次向
退役军人们谈起了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的推进难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退役军人们
的反响远超林美君的预料。

“我们当即集结了 20 多名退役
军人，自发成立了垃圾分类桶边督
导队，为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尽一
份力。”薛明是社区的退役军人代
表，如今是社区垃圾分类负责人的
他，已将这份工作当成分内之事。

“自那时起，我们退役军人又多了
几重身份——我们既是垃圾分类的
宣传员，也是挨家挨户敲门的入户
指导员，更是风雨无阻守在垃圾桶
边的桶边督导员。”

如今，钱湖社区的 119 名退役
军 人 都 已 加 入 垃 圾 分 类 工 作 中 ，
桶边督导队的成员如今已壮大到
60 人。薛明告诉记者，他们制定
了 《退役军人垃圾分类督导值班

表》， 如 同 曾 经 服 役 时 那 般 ， 三
人一组，风雨无阻，准时排班上
岗。

“每天晚上散步时，我总能遇
到在小区里巡查、督导的他们！”
居民王女士不止一次看到，原本打
算随手丢垃圾的居民远远看到督导
队员的身影，便又悄悄退了回去。
再度出现时，他们手里的垃圾已经
分得清清楚楚。

令社区居民印象深刻的瞬间还
有很多：退役军人王玉坡转业后在

海曙区工作，但他从未在督导员岗
位上缺席，甚至冒着倾盆大雨也要
提前赶回参加督导工作；刘明现在
是一名私营业主，当他接待客户临
时走不开时，从不会忘记安排妻子
代自己值勤⋯⋯

“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
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
风！”薛明说，“接下来，我们将在
提高垃圾分类质量上精准发力，争
取早日帮助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好
习惯！”

退役军人争当垃圾分类排头兵
红 榜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 昨天甬城气温明显回暖。不
过，南方大范围降水正开始拉开帷
幕。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从今天起到
大年初一，全国大部分地区将被雨
雪天气牢牢掌控，其中除夕到正月
初一，将是本轮降雨过程的小高潮。

昨天，市气象台发布春节假期
天气情况。预报显示，今年春节期间

甬城多阴雨，气温较常年偏高。腊月
廿九到大年初二阴有雨，雨量主要
集中在除夕夜里到大年初一夜里；
大年初三到初五阴天为主，局部伴
随有弱降水；大年初六天气转多云。

根据预报，假期期间，气温前期
平稳，最低气温 8℃至 9℃，最高气
温 10℃至 12℃；大年初四起受冷空
气影响小幅下降，最低气温 4℃至
6℃，最高气温 9℃至 10℃。

气象部门提醒，春节期间我市
雨日较多，对出行有一定影响，请特
别注意阴雨低能见度天气对出行安
全的影响。

春节假期阴雨唱主角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麻
宏宇） 近日，从澳大利亚格拉德斯
通港出发的液化天然气船舶“三合
荣耀”轮抵靠宁波。这是春节前宁
波海事部门监管接卸的最后一艘液
化 天 然 气 船 舶 。 据 悉 ，“ 三 合 荣
耀”轮本次装载 6.38 万吨液化天然
气，将在春节期间为宁波及华东地
区居民提供充足的用气保障。

据了解，当前宁波港域油、气、
电煤船舶均按计划进港接卸，春节
期间，到港电煤船约 180 艘次；原油
和成品油船约 220 艘次，其中超大
型油轮约 45 艘次；液化天然气船舶
6 艘次，确保春节期间居民生活用
量和企业生产用量得到满足。

为保障各类能源顺利进港，宁
波海事部门开辟能源绿色通道，优
先服务能源物资船舶进出港手续办
理。1 月以来，多艘液化天然气船舶
顺利完成接卸，总量超过 22 万吨。

截至 1 月 20 日，北仑电厂码头
共安全靠泊电煤船 5 艘次，卸载电
煤 27.88 万吨，这些电煤将用于北仑
发电厂火力发电，服务整个华东电
网，有效满足春节期间用煤需求。

据悉，在农历小年至除夕短短
一周里，有 3 艘超大型油轮将靠泊
大榭实华码头。

据介绍，海事部门春节期间还将
密切与港口、码头沟通协作，合理安排
船期，保障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畅通。

海事部门保障节日能源供应

本报讯 （记者王岚 通讯员
宣文）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冬季采用膏方进补的人越来越多。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日前对
膏方市场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执法
人员检查发现，膏方市场两类问题
较为突出：一是熬制工艺不规范，
二是存在短斤缺两现象。

膏方市场违法行为隐蔽性强，
取证时机稍纵即逝，为突破查处难
点，执法人员兵分五路开展突击检
查，发现部分单位熬制工艺不规范。
据介绍，膏方进补，科学规范的熬制
程序是确保膏方质量的关键一环。
检查发现部分膏方制作过程不符合
规范要求，如果壳、果实、动物骨骼
等未捣碎，不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
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等贵重药物与

其他药同煎，造成浪费；盲目追求销
量，大幅缩短熬制时间等。

此外，由于部分药材较为名
贵，一些机构有偷工减料行为。检
查发现有 5 家单位存在冬虫夏草、
阿胶、铁皮石斛等贵重药材严重短
斤缺两，如阿胶、龟甲胶等材料药
方与实际用量相比短缺超过 30%，
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

针对上述违规违法行为，执法
人员已责令有关单位立即整改，同
时依法定程序立案调查。

监管人士提醒，市民在购买人
参、鹿茸等滋补类中药材时，不要
轻信“包治”“根治”等夸大性的
宣传内容。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和短
斤缺两等违法违规行为，立即拨打
12345 进行投诉举报。

膏方市场检查发现:

名贵药材有缺斤短两现象

新桥冻面是象山人过年餐桌上
的“常客”。近段时间，新桥镇东
溪村村民励其明的家中忙得不亦乐
乎。几户村民带着各自的番薯粉分
工协作，一起制作冻面：揉面、下
锅、淋水、晾晒……励其明今年

68 岁，制作冻面已有 10 余年。励
其明一点不愁冻面的销路。除了自
己卖外，女儿励丹花也通过微信，
将家乡的冻面销往宁波、上海等
地。图为老励家中正忙着制作冻
面。 （蒋曼儒 沈孙晖 摄）

做冻面 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