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中秋、国庆假日即将来临，为帮助广大游客
安全出游、文明出游、快乐出游，市旅游委发布出游提醒：

1、选择合法诚信的旅行社

旅游者应选择知名度高、信誉好、有实力的旅行社出
游。

多关注各级旅游行政部门发布的投诉公示，尽量避
免选择投诉较多的旅行社参团。

参加旅游团报名时要注意查看旅游行业的“照”和
“证”，即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和旅游部门颁发的《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旅游者通过旅游广告选择旅行社时，要注意辨别规
范的旅游广告，须注明旅行社的名称、许可证号、地址等
详实内容。

不规范的广告往往缺少上述内容，仅冠以“某某假
期”、“某某之旅”、“某某旅游咨询公司”的名称，这些大多
是非法经营旅行社业务的个人或机构所为。按此参与旅
游活动，旅游质量无从保证，游客的权益将无以保障，对
此游客应有足够警惕。

2、选择合适优质的旅游线路

游客在选择旅游线路时，应当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慎重选择，切不可只求价格低，而不考虑服务质量。一般
来说，价格与服务成正比，价格过于低廉，旅游服务质量
难以得到保证。

切勿抱有贪图便宜心理。低价旅游团通过降低吃住
标准、擅自改变行程、增加购物点强迫消费盈利，旅游者
一旦选择低价旅游团，势必要付出更多的金钱和精力，甚
至还会带来身心伤害，不仅侵害了自身权益，也助长了不
法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因此，旅游者在选择旅游产品时，应当将旅游产品的
品质、旅游服务质量和价格进行综合考虑，合理估算产品
成本，勿存侥幸心理。

3、签订正规有效的旅游合同

旅游合同是保护旅游者及旅行社双方合法权益的法
律依据，也是处理旅游纠纷的有效证据。

旅游者购买旅游产品，包括通过网络购买旅游产品，
务必要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明确约定旅游行程中交
通、住宿、餐饮服务、购物次数及自费项目等，如不参加自
费项目，则需在旅游合同和行程中明确。

合同由旅游者本人签字，加盖组团社公章，双方各持
一份。如组团机构拒绝签订旅游合同，则不要随团旅游，
同时可向旅游部门举报。

高度重视合同附件。合同附件是旅游合同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游客切不可对合同附件产生轻视心理。旅游
合同附件中最重要的是《旅游行程安排单》，它基本上约
定了整个旅游的具体行程及相关标准，所以游客签合同
时，要特别关注，逐项认真阅读，千万不要等到行程结束

以后再来追责。

4、切实做好自身防护

出游行程预先告知亲戚朋友，行程中避免单独行动，
保持通讯畅通。提前购买足额的旅游意外保险。旅游过
程中妥善保管贵重物品，尽量使用信用卡、借记卡等，不
要携带大量现金。参加团队旅游，要遵守行程安排，自驾
游、自助游出发前要检查好车辆，做好线路规划和充分的
旅途准备。

5、错峰出游注意旅途安全

在出发前多关注并了解旅游目的地交通、住宿、游
览、气象、卫生以及游客流量、自驾车流量等动态旅游消
息，便于及时调整旅游行程安排计划，错开高峰期，确保
出行安全顺畅、心情愉悦。

参与水上观光旅游、漂流、潜水、攀岩、过山车、高空
滑索等高危险旅游运动项目时，要充分考虑自身对高风
险旅游项目的把控能力，选择资证齐全的经营单位。

旅游时尽量不要携带贵重首饰、珠宝、大量现金。游
客在出国旅游过程中不要参加黄、赌、毒活动，若参与这
些活动造成的任何问题，后果将由游客自负。

慎重购买贵重物品购物是旅游的重要环节，游客在
旅行前需与旅行社明确约定购物点的数量及具体的安
排；明确约定在每个购物点的停留时间；明确约定每个购
物点的具体名称。任何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的行为，都
是违法行为。

旅游者在外出旅游特别是出境旅游时，购买价格昂
贵、品质难以鉴定的珠宝首饰、手表等贵重物品时一定
要特别慎重，要与当地商店的商品进行价格、商标进行
对比，若确需购买，最好前往知名百货商场或当地百姓
购物商场购买，购买时应主动向商场索要发票，及商品
说明书等。

6、文明旅游展示良好形象

文明旅游是最美的风景。游客出游时要《中国公民
国内旅游文明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国（境）旅游文明行为
指南》，树立文明旅游意识，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
环境，杜绝不文明行为。

要尊重当地区域和目的地国家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
惯，避免因言行举止不妥引起冲突，恪守我国及有关目的
地国家的法令和法规。要做到文明、秩序、礼让出行，展
示自己和中国公民的良好形象。

7、防范出境旅游押金风险

近年来，出境游旅行社在出游前向游客收取数额不
等的“出境旅游押金”而引发的投诉时有发生。旅行社要
求交付出境游押金时,建议游客与旅行社协商，采用非现
金形式提供出境旅游担保。采用现金进行担保的，建议
采用银行参与、三方共管等形式。

交付时通过银行转入旅行社总部财务，切勿将“出境
旅游押金”转入个人账号或交付业务人员代交付。

游客应与旅行社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出境旅游的担
保形式、金额、用途、返还方式和时间等事项，明确双方的
权利义务。

8、保存证据合理维权

旅游合同、发票或收据都是重要证据，要妥善保管
好。合同对旅游内容、费用、退团、转团、合同变更以及甲
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都有明确规定，旅游者应对合同的
条款仔细阅读，对于一些容易引发纠纷的事项要在合同
中明确约定。

行程过程中如出现旅游服务质量问题需要立即解决
的,应首先向组团旅行社、导游提出不满意的意见，要求
其改进。如果协商不成，可拨打当地旅游质监管理部门
的投诉电话及时投诉，也可以在完成所有行程后到报名
所在地的旅游质监管理部门投诉。“12301”旅游服务热
线24小时提供服务。

9、及时关注预警信息

湖北省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旅游公共信息服务体
系，旅游者在我市旅行可随时关注市旅游委及各旅游目
的地通过微信、微博及各媒体平台、交通信息指示牌等发
布的旅游交通、天气、人流量等预警信息，及时调整旅游
行程。

旅游热点景区大多设立有警务室，工商部门也在部分
4A级景区设立了维权服务站，当地法院也设立了旅游巡回
法庭等，在旅游景点可提供现场服务，游客在旅游期间遇到
困难，可以找他们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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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大观

出行贴士

行者无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喜爱自驾游、
徒步等户外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一辆
车，一家人，三五好友，一路边说边笑，走
走停停，好不热闹。

日前，2018中国忻州旅游文化嘉年
华越野拉力赛举行，吸引了众多游客走
进忻州，共同参加此次以“看黄河、走长
城、穿越太行”为主题的越野拉力赛。他
们的首站即太行山系的一处奇峰——五
台山。

众人谈起五台山，都知其为佛教圣
地。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一
直以来，五台山的灵气吸引了众多信众
和游客前来朝拜祈福。伴随着时代的发
展，五台山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朝着更
远、更广泛的未来开始了自己的“越野前
进”。

据此次活动工作人员米先生介绍，
近几年，五台山景区根据当地人文历史
和地形特质，已举办多次越野跑、自行车
越野等户外活动，充分将五台山的景区
特色与户外运动相结合，吸引了很多潜
在游客。这两年外国游客也逐渐增多，
主要来自东南亚和欧洲地区。

五台山土路步道、柏油石板、高山草
甸、有高有低、路况地貌多种多样。米先
生说：“很多户外运动者来五台山起初是
为了享受运动和自然美景，但真正全程
徒步走完五台山，会给他们带来全新的
体验，因为徒步过程中会遇到恶劣天气，
也会遇到奇观异景。”

穿越五台山不仅让他们在身体上得
到历练，更在心灵上得到净化。

五台山各个台顶风景不一，各有特

色，每一处的观感也各不相同。如东台
适合看日出，“东望明霞，若陂若境，即大
海也”，亦称之为望海峰。

北台是五台最高峰，亦有“华北脊
梁”之称，著名的五爷庙就建于此，很多
人前来朝拜，祈求平安。就这样，五台山
的魅力成功吸引了户外运动爱好者，并
让他们成为“回头客”。

本次活动的一位女参赛选手告诉
笔者：“我来自忻州旁边的城市，平常
一有时间就会开车来五台山兜一圈，
因为这里让人感觉很放松，很有趣。”9
月初，北台迎来了 2018 年的第一场
雪，白雪皑皑，意境非凡，给了游客莫
大的惊喜。

近年来，五台山景区从内到外都在
进行升级转型。在硬件设施上，修建国
道，更新服务设备，更好地满足广大游客
的需求；通过“旅游+体育”“旅游+文化”

“旅游+汽车”等多
种形式，丰富旅游
业态，为走进五台
山的游客提供更多
选择。

不久前，我们一家驱车前往浙江绍兴
柯桥区稽东镇。出绍兴市区一直往南，汽
车驶入绵延的群山环抱中。我惊讶于这
里竟然有如此多的山峰，因为我曾以为江
南一带以平原为主，可爱的小丘陵不过是
点缀而已。

柯桥区稽东镇位于绍兴的会稽山腹
地，这里有千年古村落和千年香榧林。有
人说，“她如深谷幽花，经过天长日久的盛
开与凋零，在寂寞的锤炼后，开始以她独
特的姿态倾心展现。”稽东镇有一个美好
的称呼——“时光小镇”。镇上的主街颇
具民国风情，路口参天的大树镌刻着岁月
的年轮。

我们在黄昏时分来到“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稽东镇冢斜村，千年时光仿佛凝固
在这里，山中古村似乎仍是曾经的模样。
踏在石子路上，走在并不宽阔的小巷，听
村里老人们闲聊，看门前繁花盛开；小狗
却像见惯了异乡客，趴在门前，怡然地摇
着尾巴以示欢迎。

“冢斜村”这个村名颇有来历。“冢”本
身有坟墓之意，“斜”是宫人埋葬之地，明
《嘉泰会稽志》、清《绍兴府志》、清《康熙会
稽志》中有记载，冢斜此地为古越国埋葬
宫人之处，更有传说远古舜、禹都有妻妾
葬于此。这里也是大禹的后裔聚集地，与
绍兴越城区禹陵村一脉相承。

悠久的人文历史和古朴的古建筑群，
令我心生敬仰，脚步
愈轻愈慢。我驻足在

“永兴公祠”，这座建
筑十分考究，廊柱雕
刻精细。公祠始建于

唐贞元九年，为纪念虞世南而建。此刻身
在古村，却仿佛叩开了千百年前的大门。
如今，冢斜村恢复了永兴公祠祭祀巡游传
统活动，让越地民俗风情精彩呈现，活态
传承下去。

稽东镇留住千年记忆的不仅有古村，
还有“千年香榧林”。在占岙村、陈村一
带，香榧栽培历史已有1500余年。香榧营
养丰富，以前我只见过果实，闻其名，便想
到同音的“香妃”二字，于是对香榧树颇为
好奇。如今一见，香榧林郁郁葱葱，枝繁
叶茂，果真是清逸俊秀。

稽东的佳木不止香榧一种，“三棵树”
（香榧、红豆杉、茶叶）闻名一方。龙东村
有连片种植红豆杉8000亩，约60万株。
红豆杉相思林景区与“雪窦岭”景区，一年
四季可欣赏不同的美景，烟雨迷蒙时最
佳。山中养人，这里作为天然氧吧，受到
远近游客的欢迎。我们入住的月华山“养
心谷”民宿，时常客满。恰逢几位来自绍
兴市区的游客，他们说每月会结伴来住上
几天，在此呼吸新鲜空气，品尝时令农家
菜，采摘鲜果，闲看日出日落，享受远离尘
嚣的清静自在。乐哉，乐哉！

稽东镇自驾
○ 吴采莲

五台山越野
○ 李莎莎

鱼香茄子是一道家喻户晓的中餐名菜。咸宁街头
的大小饭馆都会做此菜。做鱼香茄子，最主要的辅料
是郫县豆瓣酱。主料配以郫县豆瓣加上其他调料烧出
来的菜肴，其味厚重悠长，回味无穷。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户生意人家，家里的人都很
喜欢吃鱼，对调味也很讲究，所以他们在烧鱼的时
候，都要放一些葱、姜、蒜、酒、醋、酱油等去腥增味的
调料。

有一天晚上，这个家中的女主人在炒菜的时候，为
了不让配料浪费，便把上次烧鱼时用剩的配料都放在
茄子中混着炒。恰好她的丈夫回来了，不知是肚饥之
故，还是感觉这碗菜的特别，还没等开饭，就拿起筷子
狼吞虎咽。妻子意外地发现，茄子正是用烧鱼的配料
来炒，才会回味无穷，所以取名为鱼香茄子，由此而得
名。后来鱼香茄子深受各地的人们喜爱，进而风靡全
国。

鱼香茄子做法并不复杂，准备新鲜茄子一根，蒜
末，葱末，姜末适量，郫县辣酱一勺，料酒、醋、酱油、
糖、淀粉适量。我也可以像模像样做一道鱼香茄子
啦。

将葱姜切末，分成两半，一半炝锅用，一半待会儿
放到鱼香酱汁中，将鱼香酱汁调料的原料都放到小碗
里调好备用。拍几瓣蒜，切成末，青椒切块。

锅不热的时候倒入适量的油。油温至五成热的时
候放入郫县辣酱，低温炒出红油。油温一定不要高不
然会把郫县辣酱炒糊。待郫县辣酱炒出红油后放入姜
末和葱末炝锅，炒出香味后放入处理好的茄子，翻炒三
至四分钟后放入青椒。

放入青椒后，便倒入事先调好的鱼香酱汁调料翻
炒片刻，临出锅前放入蒜末。

需要注意的是，挑选的茄子要有下坠的感觉，握在
手里沉甸甸的，感觉到有份量。茄子要有色泽，紫色中
透着光亮的红色。做鱼香茄子，只需将茄子洗净切成
条状即可，最好不要去皮。

切好的茄条一定要浸泡在水中，防止氧化变黑。
注意炒的时候，醋不要加太多，会影响口感。炒的过程
中油温不要太高，易糊锅，可以用不粘锅来炒。没有的
话，动作要迅速，有粘锅时可以淋点水。做鱼香茄子不
需要另外勾芡，蚝油可以让汤汁变浓稠，炒的时候小火
收汁即可。

自己做的鱼香茄子，口感不敢说特别正宗，但是的
确是有“鱼香味儿”。配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别提多
惬意！

鱼香茄子
○ 陈希子

市旅游委发布“两节”出游提醒——

九大建议装进旅行包里

秋季沙漠徒步旅游宝典（二）
都说沙漠是勇敢者的天堂，沙漠探险面临高温、沙

漠行走和水量有限三道险关。去沙漠旅行要特别注
意。

预先准备：①准备地图，精度要好，携带指南针或
卫星定位仪(GPS)，导航、记录航线有保证。②备足饮
用水和干粮。③沙漠温差很大，冬季、夏季服装均应具
备。白天沙漠的阳光会灼伤皮肤，需戴遮阳帽，并在帽
子的后面压一块白手帕以阻挡强烈的阳光。防晒油在
沙漠中是不适用的。④准备太阳镜，需防风沙，可用摩
托镜或滑雪镜。水壶、爽身粉、手电筒、宽胶带、小圆
镜、塑料袋等小物品都会在沙漠中给你带来意想不到
的方便。⑤去沙漠一定要穿上较厚的鞋，如靴子之
类。沙漠温度白天会达到摄氏50多度，穿厚鞋可防止
皮肤被烫起泡和化脓感染。

避免沙暴：①一般不要在春季和夏季去沙漠。从
三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份，沙漠的气候瞬息万
变。风很大，特别是沙暴，容易迷途并危及生命。

防高温：①去沙漠最大的危险是高温。高温会造
成脱水。自进沙漠起，就要不停地喝水，哪怕不觉得口
渴，也要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另外，要记得带维生素。
参加沙漠旅游，切莫单独行动，要随身备足饮用水，并
与骆驼建立良好的关系。

防昆虫和野生动物：①要做好防护。衣服之间最
好不要有空隙，衣裤之间最好用宽胶带绑紧。不要随
便招惹野生动物。②沙漠里的一些小动物也不要打来
食用，因为这些动物身上往往有很多病菌。不要贸然
下湖，湖中也许有很多危险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