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货多，价格也便宜”，“手里都拿

不下，放回家再来淘”……东郊记忆东大

门广场上，这两日随处可见的就是双手拎

满了美食年货的人。淘年货、过大年，这样

才有年味，“2013成都·首届东郊迎春年

货美食购物节” 正在火爆进行， 全城最

全、最实惠的年货汇集，丰富的文艺汇演

不间断， 华谊签约美女歌手邀你互动，还

有10余种儿童游乐设施，让孩子们也可以

玩个欢。今日下午，著名巴蜀笑星“中江

表姐”也会来到购物节舞台，跟大家一起

庆祝元旦。

购物节上，山坡放养10个月以上的剑

门土鸡，1只仅需25元， 味道到底有多香？

商家当场炖一锅给你尝。还有香菇、花菇

等各种干货，均以低于超市价至少30元的

展销价售卖，相因价格让顾客们抢欢了。

除了先尝后买的促销，购物节上，各种

赠送活动更是让人惊喜， 品牌牛肉粒、牦

牛肉干、 山猪肉干都是买一袋送一袋，自

制香醋买四斤送两斤……力度空前的优

惠更有吸引力。

在购物节上， 还有丰富的游乐设备，

碰碰车、海盗船、少儿蹦极……所有你在

那些路途远、门票贵的游乐场所里能找到

的项目这里都有，更让人惊喜的是，价格

最高仅需15元一张，还有更实惠的50元通

票，可以随意挑选6个项目玩到尽兴。既能

买到全城最实惠的年货，又能欣赏美女歌

手和巴蜀笑星的精彩表演，还能带着娃娃

畅玩一天，来东郊购物节，带回家的不仅

是年货，还有年味和快乐！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摄影记者 郭广宇

经过在四川博物院历时7天、 东郊记

忆历时2天的展出，昨日，由成都移动全球

通VIP俱乐部主办的“让时光闪光·我能”

---2012全球通VIP俱乐部摄影嘉年华活

动落幕。摄影展期间，包括一、二、三等奖

及十佳作品等在内的一百余幅摄影作品

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期间的摄影知识

讲座也吸引了不少发烧友前往聆听，交流

摄影心得和体会。

在镜头下

发现你所不知道的美

昨日， 东郊记忆中央大道的两侧，一

幅幅精彩的摄影作品将200余米的街道装

扮得格外漂亮。一百多幅佳作中，《三口之

家》、《沙之韵》、《那年夏天》、《方向》等

十余幅作品都经过层层甄选，获得了奖项

和荣誉。虽然天气寒冷，还是吸引了许多

人驻足观看， 沉醉在镜头下的美景中，观

众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壮丽风光、民俗

风情或城市发展的视觉冲击。

警民携手，一起捉获入室盗贼；隔着

栅栏，两位老人一内一外地下棋，非常鲜

明的“楚河汉界”；病床前头，小男孩懂事

地照顾着亲人……每一幅摄影作品，都代

表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些仅仅是生

活的细节，经由摄影者的慧眼巧手和镜头

的记录， 得以将让人感动的时光定格，并

永久珍藏下来。

雅致的古镇风光，恢弘的名山河川，还

有四川充满文化沉淀的古代建筑， 最具特

色的休闲生活，都能在摄影展上找到。盖碗

茶、龙门阵、农家乐等特色生活方式，也纷

纷走进了摄影者的镜头， 看起来 “很成

都”。作品中的美景秀丽、人物形象鲜明，让

人记忆深刻。 明明都是我们熟悉的场景和

生活，却有了惊艳的感觉，通过这些摄影作

品，观众们能看到平时难以察觉的美景，也

更留意到生活细微之处的独特魅力。

定格时光

用摄影再现生活之美

充满生活气息，又各具特色，这些摄

影作品尽显了人物、街巷、城市的别样美

感。“让时光闪光·我能” 摄影展期间，不

少参展作品的作者都来到了现场，一起分

享作品的初衷和拍摄过程中的故事，令大

家又赞叹又佩服。 没有刻意地去美化雕

琢，很多作品中呈现出的都是途中偶遇的

美景，却给了摄影者们灵感和动力，这正

应了一句话，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美的眼睛。

参加此次摄影展的会员，不少都是业

余摄影爱好者， 为了拍出最好的作品，也

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他们有的千里跋涉寻

找异域美景， 用镜头记录路遇的点点滴

滴， 也有的深入到不同环境人们的生活

中，寻找人们最真实的生存状态，用相机

将记忆珍藏起来。一些在常人眼中再普通

不过的寻常风月、等闲山水，都成为他们

镜头下的旷世美景。

除了立意深刻，有时候光思考摄影的

角度，就要花耗大量的时间精力。会员肖

先生称，自己参展的一张风景图，拍摄时

从不同的角度尝试了近百次，终于从中挑

选出了最满意的一副作品，“我和朋友们

都随时带着相机， 看到美景从来不会放

过。”正是这份难得的执著和坚持，让他们

在摄影方面都小有成绩。

本届摄影展上，也吸引了更多志同道

合的摄影发烧友，他们仔细地参观每一幅

作品，分析取景和表达方式，还有的用相

机拍下留念，再次将美好时光定格。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今晚66个门店延时销售到24时之后

据成都市商务局副巡视员石平介绍

说，“2013成都新春欢乐购”由成都市人

民政府、四川省商务厅主办，今日正式启

动， 从元旦一直持续到2013年2月8日春

节前夕。 活动集结了成都市一圈层98家

知名商贸企业和二三圈层知名商贸企

业， 总计超过3000家大型卖场和连锁门

店参节，涉及百货超市、数码家电、家居

建材、医药保健、餐饮娱乐等多个消费领

域，基本实现全域成都参与满覆盖。

本次活动的启动仪式将于今天在红

星路广场举行。 为满足市民购物跨年愿

望，今年欢乐购将发动伊藤洋华堂、茂业

百货、太平洋百货、苏宁电器、成都华联

商厦、国美电器、王府井百货、伊势丹百

货、时代百盛、时尚百盛、群光广场、来雅

百货、 爱心金店等30家大型商贸企业66

个门店，今夜跨年延时销售到24:00之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启动仪式外，跨

年倒数是今天新春欢乐购活动的另一重

头戏。届时，“玩偶熊猫”将在活动现场

向过往市民发放荧光胸牌、手套、手环、

LED发辫等物件， 红星路主舞台将出现

激光秀倒计时及激光表演。 当日历跳转

到2013年时，7米大钟将被敲响， 现场市

民也可亲手敲响巨钟， 以钟声传达自己

的新年心愿及祝福。

中心城区各商圈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欢乐购期间， 一圈层中心城区各商

圈将开展丰富的主题活动。

“锦江时尚旅游购物节”将与“2013

成都新春欢乐购”同时启动。高新区则联

动凯丹广场、苏宁广场、宜家、富森美家

居、欧尚、迪卡侬、奥克斯广场和九方购

物中心等商场，推出打折、促销、抽奖等

各类惠民活动。

武侯区辖区内仁和春天百货、 王府

井购物中心、美好家园浆洗街店、人民商

场武侯店、千盛百货、来福士、数码广场

等大型卖场将组织各类促销主题活动，

青羊区太升路、 琴台路将举办丰富多彩

的欢乐购主题活动； 宽窄巷子重点推出

创意生活嘉年华。 金牛区则举办了首届

成都国际商贸城冬季服装博览会。 成华

区建设路商圈的成都华联、 伊藤洋华堂

建设店等商场将推出新春购物活动。

上买够网 体验网络新春欢乐购

2013成都新春欢乐购还将推出幸福

成都购物地图。 该地图是欢乐购专属商

业地图， 不仅全面展示成都商业百态点

位， 更将全面呈现欢乐购参与商家相关

信息，以及活动期间成都吃、喝、玩、乐等

相关资讯。 购物地图将分印刷版与电子

版，实体版将免费赠送消费者，电子版可

以在“几街区”网站随时浏览。

今年新春欢乐购期间， 成都商报买

够网（mygo.chengdu.cn）将联合米米乐、

聚划算、58同城、京东、窝窝团、章鱼团等

本土电商，集结数千种产品，以“二维码

购物”技术为支撑，发起一场成都网络新

春欢乐购。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红星路今夜敲响巨钟

市民迎来消费盛宴

3000门店参与成都新春欢乐购，今晚66个门店延时销售到24时之后

全域成都

超 过 3000 家

大型卖场和连

锁门店参与，

跨年夜66门店

联 袂 延 时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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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商圈集体

给力， 主题活

动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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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 注定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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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元旦 来东郊记忆淘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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骐达在国内上市后，创下了6年75万辆的辉煌

业绩，缔造了中级两厢车市场奇迹。作为日产全

球先进技术的结晶， 骐达凝聚了日产汽车在技

术、品质方面的综合实力，并以时尚动感的外观、

超乎想象的空间、 优良的操控性能和驾乘舒适

性、先进的动力与节油性能，及低维护费用，赢得

了业界的好评和消费者的喜爱，成为该级别市场

平均增速最快、平均销量最高的车型。

新一代骐达自2011年5月国内上市以后，市场

状况一直良好， 其上市首月销量即高达13000台，

刷新了中级两厢车市场的历史最好成绩。去年骐

达全年累计销量达86680台， 单月平均销量超过

12000台。 而今年以来， 骐达单月销量屡次超越

15000台，上市不足一年，就顺利突破150000台销

量大关。

分析人士指出，“骐达是最值得购买的两厢

车型，其不仅具有同级车中优秀的动力性能及稳

定的操控感受， 还通过合理的内部空间设计、精

细的制造工艺，满足了一般家庭的使用，为驾驶

者和乘坐者提供极佳的驾乘舒适感受。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2013.1.4�爱你一生一世

2.1314万 骐达开回家

二人世界 骐达与你两“厢”伴

随着一个个小家庭的即将诞生，“结婚购

车”也成了必不可少的话题。时下，年轻一族越

来越青睐时尚而又实用的两厢车。 选择一部不

同的车， 对一个家庭未来的生活方式也将带来

不同的影响。同时，不同气质、风格的家庭追求

的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两厢车中，骐

达无疑是情侣购车的首选。即日起至2013年2月

14日，东风日产全城范围内启动“爱你一生一

世，骐达与你两‘厢’伴活动”，活动期间，首付

2.1314万元就可购得骐达， 到店试驾骐达即送

“相爱一辈子”情侣礼品；为了让情侣有一个难

忘的蜜月之旅， 在活动期间东风日产成都区域

12家专营店到店即送泰囧之旅攻略地图； 下订

骐达即送泰囧之旅，骐达最高还可享2.5万元优

惠。

东风日产西南大区总监黄河表示： 骐达所

提倡的是时尚品位与轻松自如兼备的高品质生

活，东风日产在近期推出“爱你一生一世，骐达

与你两‘厢’伴活动”，希望更多的年轻情侣们

能够更轻松地体验到骐达所带来的轻松、惬意、

浪漫、精致的生活。

在这个和时间赛跑的城市里， 在这个钢筋

水泥的丛林中，人们疯狂地工作、疯狂地玩乐。

忙碌占据了生活太多，上下班时，为什么不驾着

心爱的骐达，带上自己心爱的人，放上一段自己

喜欢的音乐，让绷紧的神经稍作休息？骐达，它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简约幽雅、 时尚运动的青春

气息。伫立在那里，永远有着向前冲击的强劲动

感，混合着家庭的温馨感与出行的粗犷。水晶车

灯突显华丽，像狐狸的眼睛，透彻、伶俐、充满灵

性。综观全车，像一匹色彩上乘的缎料，新潮的

车身和宽裕的车尾柔软光滑地紧紧相连； 虽是

两厢车，却丝毫不减车内的宽敞和舒适；人性化

的设计，不愧为未来车型的典范之作。

在中级两厢车中能担当起时尚座驾之称

的，骐达当是"NO.1"。超凡风尚的"Agile"跃式造

型设计思路下， 性感双腰线配合宽大低重心车

身布局，足够炫目。悬浮式钢琴漆面中控台及镀

铬环状控制键，新潮时尚又操控便利，动中显静

的水纹状曲线面板配合大面积高质感饰板，以

及雅致风尚的自动发光仪表盘和高质感真皮方

向盘， 让小家庭成员仿佛处在自己的移动时尚

居所内。更重要的是，骐达还是有着超强实力的

动力之王和节油之王， 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仅

6.2L。

近期，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在天津发布本年度

C-NCAP车型安全碰撞评价结果。 东风日产骐达以总分47

分、加分项满分的优异成绩，一举赢得C-NCAP碰撞测试五

星级安全认证，并力压新福克斯、高尔夫6，成为在此项专业

测试评级中得分最高的五星级主流中级两厢车型，以绝对出

色的安全表现完胜同级欧美车型，在安全性能上继续领衔中

级两厢车，完美展现“两厢车王”的产品实力。

在C-NCAP碰撞测试中，得分越高，意味着车辆的安全系数

越高，发生意外时乘客受伤的几率越低。新骐达在“100%重叠

刚性固定壁障正面碰撞”、“40%重叠可变形壁障正面偏置碰

撞”和“可变形移动壁障侧面碰撞”三个项目中，分别获得

13.60、14.66和15.76的高分；而在“前排安全带提醒装置”、“侧

气囊和气帘”及“ISOFIX装置”的附加评分项目中，则以满分

3分的最佳成绩傲视群雄。

一直以来，新骐达始终以“两厢车王”产品实力引领国内中

级两厢车市价值标准。作为日产全球先进技术的结晶，新骐达能

够在此次C-NCAP测试中荣获五星认证， 日产的Zone� Body区

域车身结构和高刚性抗扭力车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1314万，

品味畅快“心”生活

安全：五星安全 傲视群雄———新一代TIIDA

作为首款搭载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系车型，新一代TII-

DA� GTS为动而生， 以"T-Power"强劲动力系统及"T-Box"

超稳定车身与悬挂、炫酷动感的"Agile"跃式造型设计、舒展

宽适的高品质"U-Room"理念驾乘空间，充分满足了追求运

动与激情驾驭的新世代精英人群消费需求， 为张扬自我、释

放激情的年轻潮流个性车主带来高档创新与动感激情兼备

的“畅快T生活”。

新一代TIIDA� GTS采用了日产公司面向追求驾驶乐趣

和运动激情的客户的全新"T-Power"强劲动力系统开发理

念，融“高动力输出+低燃油消耗”、“高响应速度”和“高稳

定性”为一体，配备MR16� DIG� TURBO直喷涡轮增压引擎

与带6速手动模式XTRONIC� CVT的全新动力组合，让客户

安心无忧地享受最畅快驾驶乐趣。

新一代TIIDA� GTS搭载的XTRONIC� CVT智能传动系

统，应用了全球先进的变速技术，特备6速手动模式及ASC逻辑

控制系统，实现高度智能化，能将增压发动机的性能充分发挥

出来， 不仅能带来比传统AT节油15%以上的绝佳燃油经济性，

还能获得平顺自如、乐趣无穷的驾驶感受。

动力：为动而生———新一代TIIDA� GTS

销量：

强势领跑两厢车市———

新一代TIIDA

据悉，东风日产在全省范围内启动的“老

板购车计划，将创业进行到底！”活动也将同期

展开。在108台特价车3小时售罄后，东风日产成

都区域又特批了50台特价车将在这个周末进

行团购活动，对东风日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这个周末赶紧下手啦！与此同时，近期购阳光、

骐达CVT可享3000元创业购车基金；消费者凭

企业组织机构代码验证，东风日产全车系尊享

5000元创业大礼包；首次购新天籁、奇骏、逍客

的创业者尊享0利息、0月供的5050金融优惠，置

换更享4000元高额补贴。

（谢颖）

“老板购车计划”

活动同期开展

专题

报道

Auto

新的一年即将

到来，2013年1月4

日喻义 “爱你一生

一世”，这一天也成

为许多新人最热衷

选择的迈入婚姻殿

堂的日子。 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 东风

日产为天下所有的

有情人献上祝福。

从即日起至 2013

年2月14日，东风日

产全城范围内启动

“爱你一生一世，骐

达与你两 ‘厢’伴

活动”， 活动期间，

首付2.1314万元就

可将骐达开回家，

同时， 到店试驾骐

达即送 “相爱一辈

子”情侣礼品；为了

让情侣有一个难忘

的蜜月之旅， 在活

动期间东风日产成

都区域12家专营店

到店即送泰囧之旅

攻略地图； 下订骐

达即送泰囧之旅，

骐达最高还可享

2.5万元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