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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是母亲节，人们用各种方式表
达着对母亲的感谢之情。旅游
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方
式，而“妈妈族”在旅游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记者从市区部分
旅行社以及旅游网站获悉，不
少年轻人把“带着妈妈去旅行”
作为母亲节的特殊礼物。

成年子女青睐
“请妈妈去旅游”

母亲节，表达对妈妈的爱
的方式多种多样，近年来，“请
妈妈去旅游”也越来越受年轻
人欢迎。

“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舒服
的，再加上现在出游的人也不
多，母亲节我也不知道给妈妈
买什么，不如给她报个旅行团，

让她和老姐妹们一起出去转
转。”市民顾女士说，妈妈平时
帮忙带孩子很辛苦，她为妈妈
选择了一个舒缓的行程，希望
妈妈能够放松休息一下。

“我们推出了一些专门针
对母亲节的旅游产品，从销售
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镇江
新闻国旅总经理彭梅介绍，旅
行社推出了一些针对母亲节的
短线周边游产品，“母亲节是周
末，上班族无需请假，利用双休
日即可陪妈妈出游，因此，一至
两天的周边游是比较好的选
择。”

今年的母亲节是5月13日，
此时清明、“五一”小长假的热度
已经下降，距离暑期游又尚有一
段时间。彭梅表示，此时其实也
是错峰出游的好时候。

而据驴妈妈旅游网数据，

年轻人给父母预订旅游产品的
比例占到“妈妈游”产品的八
成。在价格上，子女们更舍得
花钱，给妈妈选择纯玩、无购物
团，预订产品的价格比父母自
己预订的价格高出30%，人均消
费达到3530元。

年轻妈妈
出游“以娃为重”

对于年轻妈妈来说，母亲
节并不是出游的最好时机，此
时她们往往正在“攒假期”，为
暑期出游做准备。

“说实话，这个季节如果休
个公休假出去玩，性价比还是
相当高的。”在我市某餐饮企业
工作的翟女士说，此时出游价
格不高，旅游体验更好，不过却
不现实。究其原因，主要还是

要迁就孩子的时间。“带着孩子
看世界”成为妈妈们“痛并快
乐”的事情。

驴妈妈旅游网公关部经理
李晓莲介绍，从过去的 2017 年
的统计数据来看，30 岁以上女
性用户订单中，出游天数为1-3
天的订单高达 60.3%，年均出游
频次为5.7次。其中孩子在8岁
以下的妈妈们通常选择 1-3天
的周边亲子自驾游，而孩子在
8-15 岁的妈妈们更爱寓教于
游，博物馆、文化遗产、文化展
演等文化游受追捧。

线下旅行社的情况也与此
类似。彭梅表示，母亲节的旅
游产品设计较少有针对年轻妈
妈的，相比较而言适合中老年
人的祈福游、登山游、红色历史
文化游的慢旅产品更多一点。

（朱秋霞）

“请妈妈旅游”成母亲节最潮尽孝方式
也有一些年轻妈妈出游选择“以娃为重”

工伤保险一季度
数据显示——

交通事故仍是
工亡重要原因

京江晚报讯 一季度我市工
伤保险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当期
结余与累计结余均正常。记者昨
日了解到，交通事故仍是导致工
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市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60万人，基
金收入8459万元，基金支出5385
万元。一季度我市完成征缴收入
目标的 25.99%，预计年底可以顺
利完成全年收入目标。据了解，在
市直 2018 年一季度的工伤基金
支出主要项目中，占总比重最高
的是工伤津贴，为30%。

随着各单位对安全生产的重
视，在工作岗位因安全事故死亡
的几率下降。而值得关注的是，交
通事故死亡一直以来都是工亡人
数增加的一大原因，一季度 4 个
工亡人数中就有2个因为交通事
故死亡。从中可见，交通事故尤其
是上下班途中非本人主要责任的
交通事故发生率较高，且致死致
残率也较高。建议各用人单位加
强职工安全出行教育，避免造成
不必要的伤害和损失。

据悉，今年全市工伤保险工
作目标为参保60.36万人，基金征
缴收入3.27亿元。下一步，我市将
继续严格执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
的各项法规，不断扩大工伤保险
覆盖面。 （郑医 沈春来）

台湾原创公益话剧

《爸爸的信》
在镇上演

京江晚报讯 昨天，台湾原
创慈善公益音乐话剧《爸爸的
信》在镇江影剧院温情谢幕。我
市社会各界人士等近 800人观看
了此次演出。

音乐话剧《爸爸的信》主创
团队一行12人均来自台湾本土，
该剧以亲情为主轴，讲述一家三
代人从分散疏离到最终寻回圆
满的温馨故事。虽然剧情发生
在台湾，但对于两岸有着共同文
化基层民众而言，引起了观众对

“亲情”与“家”的共鸣。
为增进更多交流与合作，5

月 9 日，《爸爸的信》剧团来到市
九久老年康复中心开展公益演
出，为中心老年人表演。据悉，
该剧主创团队演出结束后，还将
继续与我市基层社区开展系列
文化交流活动。

近年来，镇江与台湾的文化
交流、合作精彩纷呈：两地先后
成 功 组 织 了“《两 地 情·一 家
亲》——奇美博物馆珍藏展”、

“星云大师一笔字书法展”、《超
炫·白蛇传》水景歌仔戏等文化
交流活动，在两岸产生了重大影
响。 （蔡冬雨 竺捷）

茅山道院
四位道长获
句容非物质
文化遗产
传承人称号

京江晚报讯 日前，句
容市文化旅游局公布了句容
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名单。茅山道院
现共有4位道长获得了句容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称
号。

4位道长中，朱世平道长
和何玉洪道长为句容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茅山道教音乐代
表性传承人，余志成道长和
郑学进道长为句容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茅山符箓代表性传
承人。

茅 山 道 教 音 乐 历 史 悠
久，源远流长，经隋唐之兴
盛，在宋、元二朝又受宫廷
的宠幸，文史资料甚富。如
今的茅山道乐保持了唐、宋
时代的茅山道教音乐风韵，
又极具地方音乐的特点，它
吸收了宫廷音乐与全真派正
一派音乐的精华，加上茅山
自身的特点，形成了茅山派
特有的道教音乐体系，和苏
南其他地区的道教音乐有十
分明显的区别。2014 年，茅
山道教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扩展项目名录。

符箓在茅山道教中亦称
“符字”“墨箓”“丹书”等。
符箓是符和箓的合称。符指
书写于黄色宣纸、帛上的一
种图形的符号、图形，箓指
记录于诸符间的天神名讳秘
文，一般也书写于黄色纸、
帛上。

另据了解，今年年初，文
化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茅山道
教音乐代表性传承人何春生
入围。 （朱秋霞 史利陵）

京江晚报讯 车太脏了，
要去洗车？建议您最好过了
这个周末再说。因为 11日至
12 日我市将迎来一场弱降
水。虽然是弱降水，可只要有
雨滴落下来，这车就白洗了。
所以，小伙伴们，本着节约的
精神，忍忍吧！此外，需要提
醒的是，春夏交替时，日较差
大，早晚出门最好备件薄外
套。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未来
十天里，11 日到 12 日我市有
一次弱降水过程，13 日到 14
日天气转好，15 日到 18 日又
将迎来阴雨天气。气温方面，
12 日前最高气温在 23℃左
右，13 日到 16 日最高气温有
所上升，有望突破 30℃，17日
开始气温将有所回落。最低
气温方面，10 日到 11 日最低

气温在 14℃上下，12 日到 17
日最低气温基本在20℃以上。

春夏之交气温不稳定，天
气也勤于变化，尤其南方雷
电、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频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节
频发，并且常常发生在“局
部”？据气象专家介绍，春夏
之交是我国冬夏季风转换的
时期，南方暖湿气流逐渐加
强，携带有大量的水汽和热
量，而北方冷空气仍有很强势
力，频频以适当的方式侵入暖
湿气团时，就会在形成垂直运
动特别强的空气运动。强对
流天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
甚至能逃脱雷达的监测。一
般提前几个小时的预报是相
对比较准的，但要想提前好几
天，精确到小范围地区的预
测，还是很难的。

具体天气预报：昨天夜里
到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到阴，局
部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夜
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 4
到 5 级阵风 6 级，最低气温
14℃到 15℃，最高气温 23℃
到 24℃；12 日阴有阵雨并渐
止转阴到多云，最低气温19℃
到 20℃ ，最 高 气 温 25℃ 到
26℃；13 日多云，最低气温
19℃到 20℃，最高气温 30℃
到31℃。

（王小月）

周末有一次弱降水过程
准备洗车的朋友再等等

10日上午，在母亲节到来之际，镇江市图书馆联合健康路街道社区教育中心在健康路街
道办为社区居民开展了“花香祝福，献爱母亲”插花培训活动，市图书馆聘请中艺教育培训的
资深插花老师为艺术指导，教授插花技巧，培养大家感受插花这门艺术的乐趣，感受知美、爱
美、会美的美好生活情趣,让母亲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马镇丹 金炜 仇萍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