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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日将成
宁波市民
“联欢日”

60 家景区
抛出门票免费
或对折等福利

折
本周接下来几天
将时不时有雨水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本周日（5 月 19 日）
是第九个“中国旅游日”，堪称全国游客的联欢
日。记者从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今年 5
月 19 日，我市有 60 家景区（产品）推出免费、5
折等不同程度的惠民礼包。届时，宁波市民凭
本人身份证、新宁波人凭当地公安部门核发的
居住证或临时居住证即可享受优惠。
最重磅的当属来自镇海、东钱湖的两家景
区。5 月 19 日，九龙湖旅游度假区九龙源景区
原价 35 元的门票将免除（不含游船、观光车）；
东钱湖水上乐园的福利就更大了，原价成人 60
元、儿童 30 元的门票也将免除，可在水上花园、
恐龙园、湖泊世界馆（园内游乐设施需单独收取
费用）玩个痛快；在节日前一天，即 5 月 18 日，无
论大人、小孩到庆安会馆游玩，原价 5 至 10 元的
门票也将免除。
还有 57 家景区提供了半票等优惠，高达数
十元、数百元的门票纷纷“腰斩”，一家三口出游
可以省下不少钱。例如，5 月 19 日，溪口雪窦山
风景区原价 260 元的全程票仅需 130 元（溪口
全程票含蒋氏故居景区和雪窦山景区，景区交
通费、幸福快车和观光索道乘坐费）；凤凰山海
港乐园原价 160 元的门票仅需 80 元；象山影视
城原价 150 元的门票仅需 75 元；宁海森林温泉
原价 228 元门票仅需 114 元。天一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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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文化园、前童古镇、五龙潭风景名胜区、滕
头旅游生态区等景区当天也有半票优惠。另
外，近日因袋鼠“越狱”事件颇引人注目的雅戈
尔动物园也将 130 元的成人票调至 100 元。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有多家景区将“中国旅
游日”优惠延伸至整个周末。例如，5 月 18 日~
19 日，罗蒙环球乐园原价 260 元的成人票仅需
130 元，原价 210 元的学生票仅需 130 元，原价
130 元优待票（优待指身高 1.2~1.5 米儿童、现役
军人、
残疾人、
60 周岁以上老人）仅需 100 元。
原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等免费或优惠开放
的景区（点）优惠形式不变。此外，还有 28 家星
级饭店、民宿也加入惠民狂欢，各类文旅活动火
热来袭。与往年“中国旅游日”不同的是，今年
是宁波文化和旅游部门融合的第一年，除了景
区、酒店、博物馆、非遗馆等机构纷纷加入其中，
不少新戏、新舞台也将在这个惠民节日中亮相。
“酒店需提前预订，额外享受优惠政策的群
体以及具体各类优惠情况，
将以各景区（点）售票
窗口、酒店等当天公布的价格和内容为准。
”
宁波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人士提醒，因今年“中国旅游
日”
时间在周日，
预计各旅游目的地客流较大，
市
民出游应遵守秩序、爱护环境，争做文明的传播
者。宁波旅游信息咨询服务热线：
87279988，
旅
游投诉可拨打热线 12345 或 12301。

200 余名少先队员集聚宁波书城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在连续
“凉凉”
后，我们终于
要迎来
“暖暖”
了。
昨天的这场雨，或许是进入 5 月以来下得最酣畅淋
漓的一场，普降中雨，
局部地区甚至出现大雨。
这次明显降水过程的出现，与暖湿气流的北抬有
关。受降水影响，昨天市区最高气温仅有 19.4℃，甚至
低于前天。
今天，
终于有望迎来一丝
“曙光”
。从市气象台的预报
看，
今天我市雨势明显减弱，
阴有时有小雨；
不过，
雨歇是
不用想了，
本周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将时不时和雨水相伴。
雨水绵绵，无法阻止气温的
“前进”
。从市气象台的
预报看，
今天市区最高气温将回升至 24℃左右。
毕竟已是 5 月中旬，没有其他天气因素的影响，气
温一旦回升，那上窜的速度也是飞快。接下来的日子，
尤其是等到周末，最高气温将飙升至 29℃左右。恍如
初夏的日子又要回来了。

听老科学家讲述太空趣事
本报讯（通讯员 施寒潇 记者 朱琳） 航天
员在天空中怎么睡觉？他们在舱内怎么生活？
又是怎么操控航天飞船的？
昨晚，带着对太空科学的好奇，200 余名少
先队员在宁波书城“红领巾 e 站 1013”阵地，聆
听了由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潘
厚任教授讲述的太空里的那些趣事。
此次“大手拉小手”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宣
讲活动是在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支持下，由宁
波市少工委主办、宁波市青少年宫承办的。
讲座现场，潘教授结合多年的工作经历，讲
述了从尤里·加加林（苏联航天员，第一个进入
太空的地球人）到我国航天员从选拔到飞上宇
宙的艰辛历程，以及航天员在宇宙飞船内生活
工作的故事。

从运载火箭发射、人造卫星环绕地球、太空
飞船与空间站对接，到太空失重状态的原理等，
整场讲座，
座无虚席，
孩子们被深深地吸引了。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直到结束时，在座的每
一个人都意犹未尽，沉浸在神奇的航天探索之
中。
“潘爷爷说，宇宙好大好大，有很多璀璨的
星星，还有绕着地球转的人造卫星。我长大后
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跟潘教授一样的科学家，发
明很厉害、速度很快的宇宙飞船，带着我的爸爸
妈妈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探索宇宙。”来自鄞州
区堇山小学的邵思涵兴奋地说。
接下来，
“ 红领巾 e 站 1013”阵地还将开展
红领巾假日小队、红领巾小义工、文学小沙龙、
经典美文诵读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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