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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每天工作和生活的
地方，与家人一起享受温馨的
家庭时光，成为很多市民过春
节的选择。市民邬小姐告诉
记者：“起初选择乡村民宿过
年只有我和父母一家三口，住
的地方离宁波市区也不远。
第一年感觉很好，于是就发动
舅舅、表舅一家等更多的亲戚
一起来。最近三年，除了除夕

夜在家里过，其余几天假期基
本上都会去民宿。”

记者先后致电几家人气
较高的民宿，江北鞍山村“老
樟树”的负责人表示，春节长
假前几天的房间早就被订光
了，一直要到年初五才有空
房。“老主顾很早就给我们打
电话了，住房连带餐饮一起预
订。实在是没有空房间了。”

位于前童古镇的民宿鹿
山别院，因地处古镇鹿山村，
青石板老街，溪水潺潺的优美
环境，被许多游客所喜爱。记
者问询后得知，该民宿正月初
一、初二还有少量房间，初三
已经全部订满了，想要多人入
住得等到初五以后了。另外，
前童的“润舍”“上木堂”等多
家民宿也已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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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到乡村去过年
春节前，宁波有的民宿已被订满

与亲朋好友一同到乡村民宿过年已经成为许多宁波市民的选择。一些人气较高，甚至被称为网
红的民宿、农家乐，在过年前就已经被抢订一空。

年味越来越浓了！春运前10日，宁波机场共
计运送旅客38.2万人次，同比增长4.5%。明后两
天，宁波机场将迎来节前客流出行最高峰。

据统计，宁波空港单日客流从春运首日的
37121人次，到1月 18日的39717人次，增幅达
10.7%。同时，从1月14日开始，单日出港人数已
连续5天在2万人次以上，其中1月18日出港人数
超2.13万人次，而相比之下，进港客流则徘徊在
1.6万至1.8万人次之间，春节假期前的民航客流
呈现出明显净流出的特点，春运以来约5万人次民
航客流净流出宁波。

明后两天民航将迎来节前出行高峰，预计单
日客流将超4万人次。此轮高峰将会持续到1月
23日（腊月廿九），然后进入客流的短暂平峰阶
段。而从1月26日（正月初二）开始，随着外出和
返程客流的增加，宁波机场的进出港客流又将逐
步回升，客流高峰将出现在1月26日至30日（正
月初二至初六）。

从走向来看，返乡探亲流和外出旅游流成为
客流的主线。连日来，全新的宁波机场2号航站楼
出发大厅内提着大包小包、扶老携幼回家过年的旅
客已明显增加，前往长沙、贵阳等西南和中南地区
的返乡航班客座率较高。在国内旅游方面，目前依
然以青岛、昆明、海口、成都、重庆、哈尔滨等热门目
的地为主。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在春节期
间机票价格回落、人口分流使得城市里没有了其他
节假日的拥堵，这两点无疑吸引了不少逆向思维的
旅客，今年春节“反向春运”趋势愈发明显，前往这
些一线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和航班上座率都比往年
高出不少，有更多的旅客带着老人和孩子前往大城
市旅游过年。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宁波机场相关
人士提醒：这两天要来机场坐飞机的，建议提前2
小时到达机场，提前抵达机场办理完值机手续后
请尽快过安检，并到达相应的登机口候机，尽量选
择乘坐轨道交通2号线直接进入航站楼。

同时，建议乘坐国内航班且无托运行李的旅
客，提前通过手机在所乘坐的航司官方渠道等在线
办理乘机手续，可持电子二维码或有效证件直接通
过安检。但乘坐春秋航空、九元航空，或有托运行
李、携带婴儿、儿童、中转联程、无人陪伴等旅客，还
请提前到柜台办理纸质登机牌和行李托运手续。

春运期间，不少旅客行李较多，请在订票时，
务必留意具体航司对手提和托运行李的限制，像
充电宝只能随时携带，不能托运。此外，除管制刀
具以外的各类生活刀具、利器钝器、液态物品等都
需要办理托运手续，不可以随身携带，乘坐没有托
运行李额度的低成本航空航班时，务必提前购买
托运行李额度，通常提前网上购买会比在柜台购
买便宜。 记者 范洪 通讯员 黄跃光 顾春晓

更多机票优惠
信息欢迎关注机场
微信公众号，让您
省钱、省事、更省心

宁波机场
迎来节前出行最高峰

逢年过节，宁波的民宿
向来生意很好，导致房源紧
张。不过，春节期间也有民
宿房间未全部预订出，位于
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四
明山庄森林度假村就还有一
些空房，酒店前台人员向记

者表示，过年期间入住率很
高的，每天都有游客通过电
话前来咨询或者直接预订房
间，想要前来入住的，最好
提前预订，越靠近春节订房
越难。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2019 年，宁波全市登记
在册的民宿近1400家，房间
数量2.7万余间，形成了高端
引领、品牌推动、集聚发展、
业态丰富的行业发展特点。

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邬定飞 周旦

记者发现，春节期间，大部
分民宿每个房间价格上调了
100元—300元不等。位于四
明山区的某品牌高档型乡宿，
在正月的价格涨幅较高，前台
工作人员表示，涨幅是在周末
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再增加300
元。虽然价格较高，但该民宿
初一至初三的房间大部分已订
完，初四以后才有空房。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
有些热门的民宿，还进行了具
体定价，如大年三十前一个价
格，初一到初五是另一个价格。

当然，也有一部分民宿老板
采取了不涨价或者只是象征性
涨价的策略，这部分老板表示，
希望能够多些回头客，同时也让
来消费的游客有个好心情。

“润舍”的管家向记者表

示，早在2019年底开始，就有
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春节期间的
房间。前童古镇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春
节期间，不少前童民宿会提供
如包汤圆、猜灯谜等“私人定
制”的年俗活动。游客还可以
和周边的村民一起，捣麻糍、打
米糖、做垂面，大家一起体验传
统饮食文化。

不少市民选择到乡村民宿过年

过年期间民宿价格有所上涨

逢年过节住民宿最好提前预订

奉化民宿奉化民宿““漫休谷漫休谷””的七彩木屋的七彩木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