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干吗去" #!结婚$ #%你不是&五一'刚办过吗" #%老婆家那边还没办#((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加速流动)如今异地婚姻越来越多)婚礼也随之被%拆分#)不少年轻人面临

举办%二次婚礼#甚至%三次婚礼#的问题*

下请柬+订酒席+请婚庆((结婚虽说是一件喜庆的事)但确实也是一件累人的事*对于家

在异地的新人来说)更是如此)要在男方家办一场+女方家办一场)还要在工作地办一场* 如果

说第一场是%累并快乐着#)那么第二+第三场可能只剩下累了*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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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旅游已成为许

多中国人满足了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后精神生

活的一种需要和方式!而中国人对旅游行为

的认知也逐渐由过去"方便自己#麻烦他人$

转变为"文明出游#共获快乐$%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 截至
+

日
*,

时!全

国纳入监测的
*!-

个直报景区共接待游客

.+.+/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

%

已经走过
*2

个年头的"十一$黄金周!曾

经出现过游人的种种不文明举动!垃圾堆山#

涂鸦连篇#动物受惊#花草不宁#你推我搡#袒

胸光膀&&然而!随着中国愈加重视精神文

明建设和公民道德规范!文明出游渐成中国

人共识同举%

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曾表示!持

续抓好文明旅游工作!加强对游客的宣传引

导!使文明旅游意识深入人心!使文明旅游成

为每一位游客的自觉行为%

"希望地球上最后一滴水不会是人类的

眼泪% $在黑龙江省富锦国家湿地公园!随处

可见诸如此类的警示标语%这处由耕地"还原

成$湿地的景观在引来无数游人涌入的同时!

也警示着人们文明对待脆弱的湿地环境%

东北林业大学湿地保护专家于洪贤说!

湿地生态十分脆弱!湿地生态的保持受到水

源#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但人为因素同样

不容忽视%伴随着游人的涌入!产生的大量垃

圾难以降解!势必对湿地生态带来破坏%

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选择自驾游的

黑龙江佳木斯游客张浩在出发前特意准备了

许多塑料袋!"随时把垃圾整理好!方便自己!

也不给别人添麻烦% $张浩说!"其实!落实文

明出游的理念并不难!关键还是看行动' $

黄金周期间! 记者走访古都南京部分景

区%在明孝陵#中山陵#明城墙等主要景区!记

者频频见到"

333

到此一游$的涂鸦!有些刻

画明显已经有了些年头!有些则看上去痕迹

尚新%

中山陵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两年

乱刻乱画的现象已经少了很多!尤其是去年

南京一个中学生在埃及神庙刻字被曝光以

后! 全社会对于这种行为基本形成了共识!

"但还有极少数游客会乱刻乱画!尤其是有些

在砖石#木头上的刻画很难去除% $

南京夫子庙景区负责环境卫生的余队长

说!国庆期间占地约
!++.

万平方米的夫子庙

景区有
/"

个清洁工!保证出现的垃圾在
2

分

钟之内清理掉% 不过!记者看到!很多清洁工

处于比较"清闲$的状态!一位张姓清洁工说(

"乱扔垃圾的人少了很多!我们有时甚至要十

来分钟才需要动一下% $

从今年春节以来! 海南省三亚市知名旅

游景区大东海公共海滩因出现诸多裸泳裸晒

的中老年男子而备受关注% 记者黄金周期间

在大东海发现!公共海滩上晒太阳的中老年

男子已经再没有"裸$的行为%

游客不文明行为不仅有损国人形象!更

会造成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和增加社会管理成

本% 据江苏省无锡市园管中心景区管理部的

负责人介绍!每年无锡鼋头渚#锡惠#蠡园#梅

园#动物园等几大景区!仅为游客不文明旅游

买单的费用就超过千万元%

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力求将国

家治理推向法治轨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旅游作为公民生活的重要方面也将被

纳入法治范围%

!"*.

年"十一$黄金周之初颁布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第十三条明文规

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

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

传统和宗教信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

武汉大学旅游发展与营销研究中心主任

熊元斌认为!将旅游文明行为规范纳入法律

释放出积极信号!即中国政府重视个人行为

与社会文明程度的关系!并着意提升国民文

明素养%

旅游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通过政府有意

识引导#法律有效规范#社会共同监督#公民

个人意识觉醒!中国人将逐步改善近年来在

旅游方面的负面形象!而"文明中国人$在不

久的将来会成为中国的一张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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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
'(

月
*

日电 !记者 周润

健 " 罕见的月全食天象奇观
*"

月
0

日登

场% 天文专家表示!这次月全食对中国的观

测者来说!是今年能观察到的唯一一次月全

食现象! 而且我国全境观测条件都非常不

错!不容错过% 届时!只要天气晴朗!我国几

乎所有地区都能欣赏到一轮"红月亮$高挂

夜空的迷人景象%

月食分为半影月食# 月偏食和月全食

三种% 地球阴影的中间部分称为本影!本影

周围是半影%月亮进入地球半影发生半影月

食! 月亮一部分进入地球本影发生月偏食!

月亮全部进入地球本影则发生月全食%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

之珩表示!在这三种月食中!当属月全食最

为好看%此时!从地球上看去!月亮并不是从

空中消失! 而是呈现难得一见的古铜色!也

就是平常所说的"红月亮$%

一次月全食有初亏#食既#生光#复圆等

几个重要时间点%其中初亏是指月面刚开始

进入地球本影的时间! 标志着月食的开始%

食既为月面完全进入地球本影的时间!生光

为月面开始移出地球本影的时间!从食既到

生光的阶段为月食的全食阶段%复圆为月面

完全移出地球本影的时间!也意味着月食的

结束%

赵之珩介绍说!本次月全食的初亏为北

京时间
0

日
*,

时
*-

分! 食既为
*0

时
!2

分!生光时刻为
*/

时
!2

分!复圆时刻为
!"

时
.2

分%其中!最精彩的全食时间长近
*

小

时% "本次月全食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国几乎

全境可看+带食月出,% $

我国公众上一次迎来观测条件不错的

月全食是
!"**

年
*!

月
*"

日 ! 下一次是

!"*2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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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墨尔本
'(

月
*

日电 !记者 宋

聃 徐俨俨" 主导马航
45.,"

航班搜索的

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
+

日发表声明说!位于

南印度洋的水下搜索行动在中断
-

个月后

重新启动!马来西亚方面的"凤凰号$搜寻船

已抵达相关海域开始执行任务%

声明说!载有专家和相关设备的"凤凰

号$搜寻船已开始在南印度洋相关海域对海

床进行扫描%船上的这些设备可以在海床搜

寻不规则物体!如引擎等相对完整的大片飞

机残骸%

据了解!"凤凰号$携带有拖曳式水下声

呐#摄像机和油污感应器!执行任务时通常

把声呐定位在距离海床上方
*""

米的高度!

一旦侦测到可疑物体!船只将立刻投放水下

摄像机进行拍摄!通过实时分析高分辨率图

像以确定其是否为马航
45.,"

航班残骸%

除"凤凰号$外!与搜寻方签署了商业合

同的荷兰辉固公司"发现号$#"赤道号$也将

在本月晚些时候抵达这片距离澳大利亚西

海岸约
*0""

公里# 大约
+

万平方公里的任

务海域!预计搜索时间长达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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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
'(

月
)

日电 !记者 张青"

朝韩双方巡逻舰艇
,

日在朝鲜半岛西部海

域"北方界线$附近发生短暂交火!目前尚无

人员伤亡报道%

据韩联社援引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官员

的话报道!

,

日上午
/

时
2"

分许!一艘朝鲜

巡逻艇在延坪岛一带越过"北方界线$以南

约
"62

海里!执行巡逻任务的韩方军舰发信

号要求对方退回!并进行警告性射击%

报道说!朝方巡逻艇并未后退!反而回

射炮火% 韩方再次开炮!朝方最终退回%

这名官员说! 双方都未进行瞄准射击!

仅作警告性射击!韩方无人伤亡%

事发后!韩国军方表示已强化监视朝方

动向力度!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韩联社在报道中说!朝方发射炮弹射程

较短!没有落在韩方军舰附近%

截至记者发稿时!朝鲜官方尚未就此次

交火事件发表任何声明或评论%

朝韩双方围绕朝鲜半岛西部海域边界

划分一直存有分歧%

*/2.

年朝鲜战争停战

后!韩国和美国在延坪岛等"西海五岛$水域

与朝鲜西部海岸间单方划设所谓 "北方界

线$% 对此!朝方一直未予承认%

*///

年!朝

鲜宣布划定的海上军事分界线较 "北方界

线$靠近韩方一侧% 对此!韩国也不予承认%

围绕海上边界划分问题!双方频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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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

月
)

日电 !记者 侯文坤"

*"

月
,

日
!*

时
-/

分在云南省普洱

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发生
+6+

级地震% 据普洱市景谷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地震发生时县城震感强烈!能明显听到房屋摇晃的声音!房屋持续摇晃了有几

秒钟!有房屋瓦片掉落%县城内的居民现在都跑到了空旷地带%目前暂未收到人员

伤亡情况报告% 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进一步核查灾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