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报讯（记者 温慧娟）

旅游过年已经成为不少中
国人过年新选择。在刚刚过
去的春节假期，首府不少人
选择出境或者国内其他城市
旅游过年，即使是在家过年，
也会带着家人来个周边游。

昨日，从西安顺利回来
的孙女士激动地说，以往他
们不是回东北老家陪父母，
就是在呼市和公婆一起过，
老人们一天从早忙到晚，7天
假期下来，老人们累够呛，我
们也心疼。今年我们就和父
母商量好了，大年初一出发
去了西安，带他们去看了大
雁塔、壶口瀑布、兵马俑等景
区。品美食、逛庙会、看社火，

丰富了我们的过年旅程，老
爸老妈特别开心。

和孙女士一样，王利丰
一家也是在旅途中度过春
节的。王利丰和妻子在北
京工作，从2017年开始，他
开始带着家人旅游过年，
考虑到父母腿脚关节不
好，他们便带着双方老人
和亲戚共15口人组团分别
去海南、云南过了两次春
节。今年春节，王利丰提前
半年就为父母办好了签
证，春节期间，带着他们去
了新加坡，在异国风情中
度过一个别样的中国年，
一家人乐在其中。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今年春节出境游集中于越
南、泰国、日本等目的地，国
内游方面，南下避寒、北上
玩雪，祈福、古镇等元素受
到青睐。从事旅游工作6年
的导游王玲玲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旅游有了新特
点，不少游客出游不在一
味选择知名的旅游胜地，
而更愿意去一些小众旅游
地，诸如一些未开发成景
点的古村落，选择一家有
格调的酒店或民宿，和家
人或者朋友住上几天，纯
粹就是为了放空自己，发
发呆，因此春节期间部分
精品酒店或民宿，即便房
价不低，但仍是一房难求。

新报讯（记者 段丽

萍） 2 月10日是大年初
六。这一天也是孩子们返
程的日期。为了让孩子们
走前吃上香喷喷的猪肉勾
鸡，初五深夜，段文明夫妇
便开始在厨房里提前忙碌
了。

初六一大早，厨房里
便飘出了饭菜的香味，起
床洗漱完毕的儿女们嘴里
吃着香喷喷的饭菜，心里
满满的感动。“每年我都会
问爸妈需要什么礼物，他
们的回答永远都是‘我们
什么都不缺，你们常回家
就好’。也许，对父母来说，
儿孙绕膝享受天伦就是最
开心的事了。所以，每到过

年我都会领着爱人和孩子
回家陪伴父母，哪怕只是
和他们唠唠家常、吃吃
饭，每当看到他们开心的
笑容，就是我们做儿女最
大的满足。”女儿小丽说
到。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八
一村的段文明和赵玉莲夫
妇膝下有3个孩子，两儿一
女，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
如今一大家子已经有十一
口人了，一家人生活过得
和睦而幸福。“儿女们日子
过得好，我们当父母的就
幸福了，对儿女们没有什
么要求，只希望他们能常
回家看看……”这个憨厚
朴实的父亲说出了自己的

心愿。
“父母在哪里，哪里就

是家。趁父母尚在时，我们
能好好陪伴他们爱他们
吧。”二儿子志国说，陪伴
是最长情的告白并不只适
用于恋人，父母一天比一
天老了，在有限的岁月了，
对父母的感恩报答就是有
时间常回家看看。

很快，香喷喷的饭菜
端上桌，段文明夫妇和子
女儿孙们吃着春节期间的
最后一顿团圆饭，大家有
说有笑。窗外的暖阳，照的
屋里暖融融的，段文明夫
妇嘱咐着儿女们，“忙就不
用回来了，我们在家挺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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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黄金周首府实现旅游收入7.55亿

招租公告
内蒙古日报社对一处房屋进行对外出租。
现诚邀有意者咨询洽谈，可现场实地考察。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2月12日至2月16日17：00止。
联系电话：13337103762 联系人：王先生

对外出租房屋（场所）一览表

名称
预计
面积

单位 地址 承租方职责

闻 都
小 区
华 联
超 市
二楼

500 平方米
新城区
艺术厅
北街

1、设及工商税务等经营性证照自办、费用
自担，水电暖物业费自负，自备必要设备。
2、必须遵守《消防法》有关规定，不得从事
违法违纪活动，不得存储违禁物品。
3、其他事宜双方在合同中约定。

新报讯（首席记者

王树天） 2月11日上午，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文化旅
游广电局了解到，春节黄
金周（2月4～10日），呼和浩
特市7天共接待游客121.28
万人次，同比增长13.21%；
实现旅游收入7.55亿元，同
比增长17.97%。

为使春节假期传统年
味更浓，呼和浩特市各旗县
区围绕过年习俗，推出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年味旅游活
动，极大的激发了人们的出
游热情。冰雪旅游方面，有
武川冰雪旅游季、新城区呼
和塔拉冰雪节和恼包村冰
雪旅游项目等六、七处之

多，游人众多，是今年春节
旅游的亮点。另外，呼和浩
特市大召区块、大盛魁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块，市四区广
场、公园、旅游景点、社区及
主要文体场馆，各旗县主要
文化广场、公园、旅游景点
及其他公共文化场所都举
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

活动等。乡村旅游成为春节
长假旅游消费的重要选项，
以乡村农家乐、休闲采摘、
民俗文化、城乡探亲游等为
特色的乡村旅游成为短线
旅游主力。

节日促销活动对旅游
市场的拉动效应显著，各大
商场针对春节推出的系列

优惠活动带动节日消费和
过夜旅游市场，呼和浩特
市春节消费市场繁荣火
爆，购销两旺。丰富的年货
节活动吸引了广大市民，
会展中心、各大餐饮场所
纷纷推出内容丰富的年货
节、年夜饭、团圆宴，满足
广大市民和游客的节日餐

饮消费需求。
今年春节期间，假日市

场井然有序。呼和浩特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节前针对旅
游安全和市场秩序开展了
专项检查，坚持24小时值班
和领导带班制度，设立了24
小时投诉受理电话，确保旅
游市场平稳有序。

新报讯（首席记者 刘

晓君） 2月11日，记者从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了解到，
2019年春节期间首府社会
治安稳定，2月4~10日，全
市共接刑事类警情同比比
去年下降5%，治安类警情
同比下降2.6%，火灾事故
类警情同比下降43.8%。节
日期间，呼和浩特市未发
生两抢类刑事警情，无重
特大交通事故、火灾发生。

据了解，春节期间，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通过强化

“囤警街面，武装巡逻，多
警联动，动中备勤、武装处
突”勤务工作模式，调动
200余辆警车，1600余名警
力开展24小时巡逻值守，
增强节日期间的见警率和
管事率；抽调保安员及“红
袖标”治安志愿者67200
人，配合公安机关开展24
小时巡逻防控，提升了对

重点单位，重点场所，重点
区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
治安管控力度。

1月10日至3月10日，
首府警方开展为期两个
月打击侵财犯罪的专项
行动，切实加大了对严重
暴力犯罪和多发性侵财
犯罪的打击力度，全面净
化社会治安环境，全力营
造首府平安祥和的节日
氛围。

1月31日，新婚的陈玉
强和妻子杜瑶在站台上匆
匆相见5分钟。还有几天就
是春节了，陈玉强早早把年
夜饭做好了带给杜瑶，因为
这是他们婚后过得第一个
春节，但是春节期间两人都
要在列车上值守，下次见面
就是正月十五以后了。两个
人都觉得有些遗憾，但是作
为铁路职工，聚少离多的日
子早已习惯，春节更是如
此。

陈玉强与妻子杜瑶每
半个月只有5分钟的站台见
面时间。陈玉强上八休八，
杜瑶上六休六，因此每个月
两人见面时间只有短短一
周。于是，每半个月南宁车
与上海车在呼和浩特站台
交汇的5分钟就成为了他们
最宝贵的5分钟。

相恋两年多，今年一月
份他们领了结婚证。而他们
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却没有
超过三个月。聚少离多，他
们之间没有其他小夫妻的
甜腻，他们的恋爱只是列车
停靠间隙的匆匆一瞥，亦或

是那个只有两三分钟尚未
温暖的拥抱。陈玉强一直对
妻子有着愧疚，觉得陪伴她
的时间太少了。两个人有着
很多想一起实现的小梦想，
比如说一起去旅游。但其实
能够相聚的日子实在太少，
甚至婚礼都没好好操办一
下。

今年春节是两人婚后
第一个春节，按家乡的习
俗，陈玉强要带着新婚的妻
子回家串亲戚。但两人都要
在火车上过新年了。陈玉强

于是在家做好了年夜饭，趁
着站台相见的五分钟匆匆
递给妻子。杜瑶看见陈玉强
就哭了，拿上饭盒上了车出
发了。这个新年对于他们或
者有着小小的遗憾，但爱人
之间那份惦念温暖着彼此
的旅途。春节，这个万家团
圆的时候，正是他们的分离
与值守，保证了千千万万的
旅客平安回家，欢度新年。

在旅游中体验别样春节

1600余名警力首府护航春节5分钟的站台新年
文·摄影/本报记者 查 娜

常回家看看

新春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