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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泰国和老挝一直是最受旅

游者喜爱的目的地，对于很多人来说，把车开出国门

来一场自驾游的第一个选择往往都是泰国。泰国、老

挝的吸引力究竟来自何处？只有亲身经历，方能体味

《泰囧》之旅的奇妙玄机。成都商报携手商众旅行社

热力推出“泰好耍”———老挝泰国15日自驾之旅，邀

您从成都出发，一路向南，历时15天，驶过6500公里，

穿梭于热带丛林，到佛国天堂老挝、泰国感受独特的

南亚风情。 此次自驾之旅发团时间为11月8日、30日，

成人价9980元/人，儿童价3000元/人。

我们的探路先锋早已为每一位自驾爱好者设计

出完美的南亚两国之旅。 在15日的提前探路旅程中，

探路先锋遇见了不少趣事儿，今天就与大家一起分享

这趟南亚丰富趣味之旅吧。

美食之旅 让味蕾尽情释放

这一趟老挝、泰国之旅，可谓是一路走一路吃。粒

粒饱满晶莹的糯米饭装在精致的小竹篓里，用手抓着

饭菜放进嘴里，那股越嚼越香甜的滋味儿着实让人回

味。在万荣吃烤鱼、烤鸡、烤猪排，用手抓起一块块色

泽诱人的肉在酱碟里蘸一蘸， 便一口接一口往嘴里

送，每块肉都油而不腻。有一样美食不仅是色香味俱

全，甚至还像杂技一般让人叹为观止，那餐桌上火焰

高出几十厘米的火焰鸡，让人惊讶不已。特别喜欢逛

逛路边的小吃摊，来一大杯芒果冰沙，在街头巷尾体

验一遍美食之旅。

激情之旅 玩转“河、陆、空”

万荣南松河边停靠着几十艘颜色各异的船只，每

日都有大批游客在这里玩水上漂流。河中央有一对可

爱的夫妻头戴红色的圣诞帽紧贴着仰躺在游泳圈上，

偶尔用手拨动河水游一游，更多的还是静静地仰躺着

享受慵懒的时光。一旁的一群外国友人却是另一番景

象，他们两男两女各自乘着船只，不停地尖叫着，其中

一人还打扮成超人模样跪立在船上。在这里，只要你

有激情，玩什么的都有。南松河边缓缓升起的七彩热

气球也令人心动，站在上面俯视南松河全景，看疯闹

的漂流者们，还略有童话般的意境。清迈的夜晚挤满

了放孔明灯的人群，一个个祈福、祝愿缓缓升空，成为

满天闪耀的繁星。

寻象之旅 疯狂爱着绘画的大象

在清迈观看大象的精彩表演， 这是每一位游客

到泰国的必玩项目。在观看大象表演时，遇见了一只

文艺型大象，据说它平时超爱画画，在驯养员的帮助

下，大象用它长长的鼻子勾住蘸好水彩的画笔，弯来

弯去地在画纸上涂抹着。动作还挺麻利，很快便画出

了蓝天、白云、群山、河流与草地。虽然画作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特别美， 可爱的大象就像一个小孩子在

绘出他眼中的纯净世界。 这幅大象的彩色山水画被

赠送给了现场的游客， 特别遗憾自己不是那位得到

画作的幸运儿。

夕阳之旅 欢腾的芭堤雅海滩浴场

芭堤雅不愧为 “东方夏威夷”、“海滩度假天

堂”。 白天的芭堤雅海滩阳光明媚，傍晚时，夕阳染

红了海的另一端， 玩了一天还不知疲倦的游客依旧

在沙滩上嬉戏追逐。夕阳下，海面闪着金色的波光，

洁白的沙滩也一片金黄。 夕阳下的芭堤雅海滩浴场

依旧是一阵阵欢腾， 这是个让人夜不想寐的迷人乐

园。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喝牛奶赢双飞大奖

由旅游百事通与新希望乳业联手推出的“24小

时开盒有礼 赢双飞6日新鲜之旅”活动近日已圆满

落幕。活动共开出了一等奖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品

质游30份，二等奖燕子沟3天品质游300份，以及上

万份旅游百事通电子商城抵扣券，以上奖品仅通过

购买一盒24小时巴氏鲜牛乳就有机会获得。消费者

一边喝牛奶，一边有机会免费旅游，既保证了身体

健康，精神也得到了享受。据旅游百事通负责人表

示，今后双方将继续合作，多多推出此类感恩回馈

活动。

（王荣）

社区超市开启旅游便民新模式

今年年底起，成都市民将有望在小区门口缴水电气

费的同时，顺便获取第一手的旅游资讯。日前，四川省中

国国际旅行社、 四川商旅国际旅行社与四川利安信息传

播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正式搭建“智慧社区·便民电子商

务平台”。据悉，随着两大旅游机构的入驻，社区超市将

会增加旅游服务功能，也就是说，市民还可以通过这些家

门口的便民超市，获取机票、酒店以及旅游线路的及时信

息并进行预订。此外，采用全新的O2O运营模式的电子

商务平台也将同步上线。足不出户，市民在网络上就可以

获取与门店完全一致的旅游信息。

（梁乃丹）

3位学生“股东”获娃哈哈表彰

昨日，娃哈哈营销教育实践基地四川长江职业学

院营销协会优秀学员表彰大会在长江职业学院举行，

3位表现优异且家境贫困的学子获得了学校的表彰，

并分别获得娃哈哈集团提供的5000元公益助学金。

娃哈哈集团成都分公司总经理金旭介绍，从今年2

月开始，该公司先后在四川的18所本科和职业院校建立

了“营销教育实践基地”，长江职业学院的5位学生“股

东”开办了第一所“学生超市”，学习商品买卖，自力更

生开始创业。金总称，公司此举除了培养大学生理论结

合实践的能力，同时也是为公司储备人才。

（吴筱颖）

令人神往的水陆金三角

加拿大的旅游主要是以西部的温哥华至东部多

伦多一线，沿着长达数千公里的美加边境展开。温哥

华为世界最佳居住城市之一，我认为温哥华的旅游定

位应是健康生活，回归自然，以养生、健康为主题，是

世界最佳老年旅游目的地之一，但同时，这里也是年

轻人的天堂，以运动、时尚为潮流，滑雪、垂钓、皮划

艇、滑索、自行车、潜水等活动项目新奇丰富。最受公

众欢迎的还是温哥华、惠斯勒、维多利亚三足鼎立的

水陆联动产品。

温情温哥华

由于当天入境时耽误了时间，未能在温哥华时尚

潮人聚集区耶鲁镇和北美第二大的中国城以及诸多

的古老街道停留，留下一些遗憾。我们旅行的重点主

要放在了景区。

加拿大广场是1986年万国博览会上加拿大馆使

用过的场地，是感受海港温哥华的最佳场所。我们参

观广场后，还体验了最新推出的“飞越加拿大”，通过

虚拟飞行技术及风呼啸，气味、雾和声音等感官体验，

它让游客身临其境地在加拿大空中体验美妙旅程。时

间8分钟，19.9加元，是游客的必选节目。

第二天，我们在北温哥华的海岸山脉地区游览了

加拿大著名景点卡佩兰奴吊桥公园， 门票为36加元，

游客可通过林中吊桥进行树顶探险，与温带雨林来个

亲密接触。

回程中，我们来到被评为世界十大城市公园之一

的斯坦利公园，这里有加拿大最大的水族馆，标志性

的图腾柱，迷人海滩、湖泊、户外电影院、9公里健行步

道和自行车道、观光马车等游览项目。

运动惠斯勒

惠斯勒是加拿大著名的户外运动休闲胜地， 主要

以各项户外运动吸引游客，包括漂流、骑马、高尔夫、徒

步、直升机观光、滑雪、船形雪橇等项目，是个全年都可

进行各种户外运动的旅游胜地。

惠斯勒为北美第一滑雪胜地，小镇旁边有海拔超

过2000米的惠斯勒山和布莱克科姆山， 各有100多条

滑雪线，我们来此地因是秋季，山上还未积雪，主人安

排我们去体验更为刺激的高空滑索。这项精彩刺激的

林中体验，获得了北美地区最高、最长的滑索游览项

目之称。我们滑行了5条滑道，最长的约350米，距离河

谷最深的高达70多米。真是惊险刺激，终生难忘！

休闲维多利亚

次日，我们去了花之都维多利亚市。最值得一去

的是布查特花园，它由下沉花园、日本花园、玫瑰花

园、意大利花园、地中海花园、音乐会草坪和罗斯喷泉

组成，在一个多世纪的精心营造中，已成为世界上最

美丽的私家花园之一， 被指定为加拿大历史遗产。它

以精湛的园艺设计和热情好客之心欢迎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

乡情里士满

里士满是加拿大居住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全城

约20万人，华人就占了67%，街上中文随处可见，给人

一种亲切感。我们参观了史蒂夫斯顿渔村和三文魚加

工厂博物馆，在鹭岛酒庄品尝了美味的葡萄酒，最令

人兴奋的是去冰壶俱乐部学打冰壶，这是一项看起来

容易打起来难的冰上运动。

以温哥华为轴心

即刻出发……

早已听说加拿大风光秀

丽，生态绝佳，此次有幸应当

地旅游局和南湖国旅的邀请，

前往温哥华及周边地区实地

探访，亲身感受了它的魅力。

我们以温哥华为轴心，往

北去了滑雪胜地惠斯勒，再回

头乘坐海峡渡轮去温哥华岛

的维多利亚，随后又坐渡轮回

到温哥华的里士满， 共用时6

晚7天， 走了一个水陆金三角

的西环线。 再从温哥华向东，

当天到达欧垦娜根湖畔的基

洛纳市，顺着湖畔往北去坎卢

普斯市，继续往南又回到温哥

华， 这是一个不错的东环线，

只用了2晚3天时间。两条东西

环线组成一个“∞”字形，形

成一条完美的精品环线。

BC省旅行，必有一项适合你

东环线是从温哥华向东出发， 约两小时后， 到达希望小

镇，这里是拍摄电影《第一滴血》的外景地，小镇干净，宁静，

环境不错。当天到达了欧垦娜根湖畔的基洛纳市，欧垦娜根湖

是一个长约100多公里狭长的湖，传说湖中有水怪，按照当地

人的描述在湖边做了个雕塑，很像中国的龙。湖畔旁北美最大

的有机葡萄酒庄夏丘金字塔酒庄倒是不错， 主人少不了要招

待我们品尝获奖的白、红、气泡葡萄酒。

次日， 顺着湖畔往北行车， 抵达了著名的闪耀之山度假

村，这是北美第一座与施华洛世奇公司合作、将水晶元素触入

其酒店每个角落的五星级主题酒店， 酒店档次顶级， 极尽豪

华。特别是有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低温体验室，只要身体条

件许可， 你可以体验3分钟从零下45度到零下110度的极低温

感受，据说超值的爽，遗憾的是因行程紧张而没能去体验。

BC省还有其他专项旅游产品也受到广泛欢迎：

●游轮之旅：适合老年人和家庭。轮船为4万-8万吨级的

豪华游轮，从温哥华往北，沿着海岸，行至加拿大的西北角，行

程6-7天，每年夏秋季5月至9月，船票约600多至3000加元。

●垂钓之旅：在温哥华海湾和众多内陆湖泊，能够体验垂

钓鲑鱼、鳟鱼等鱼类的乐趣。不过按照规定，你在规定的时间

内，只能拿走一条鲑鱼，其他必须放生。

●美加自驾之旅： 是一条极具创意的自驾游行程。 温哥

华→美国黄石公园→美西太平洋→西雅图→温哥华，全程6天

-7天，约3000多公里，其中在黄石公园住两晚。中国游客在国

内办好驾照的英文公证，即可在加拿大开车3个月，并可凭证

办理租车及保险手续。

●养生之旅：加拿大为高福利国家，也是高龄之国。有很

多养生、保健的经验可以学习和借鉴，并且出产鱼油、维生素、

Q10等多种保健品，深受中国游客的喜爱。

●高尔夫之旅：温哥华及周边地区有数十个高尔夫球场，

与中国相比收费不算太贵，打球的性价比高。

●体育之旅：温哥华GM体育场是NBA温哥华灰熊队和北

美冰球职业联赛（NHL）加拿大人队的主场，是观战的最佳场

所，篮球和冰球爱好者应可选择。

●温泉疗养之旅：BC省洛基山脉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温

泉地带，从老字号的温泉疗养地到神秘的洞穴浴池，还有河边

的露天浴池，种类丰富多样，堪称温泉天堂。

●观鲸之旅：太平洋沿岸以蓝鲸及虎鲸为主，温哥华附近

海湾也可以看到，每到5月-10月的观鲸季节，当地都有组织专

门的观鲸之旅。

●美食之旅：温哥华市及附近地区都有很多知名的餐厅，

能够享用到各种美味佳肴。《美食与美酒》杂志曾将温哥华列

为世界上十大拥有最佳餐厅的城市， 将品美食与观风景结合

起来，必定是明智的选择。

……

总之，迷人的温哥华，动感的温哥华，已经给了我们一个

去旅行的充分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又会背起背囊，

即刻出发……

（张江魁）

好品质，酿造持久生命力

“雷奥是我在德国学习机械的舍友，他经常自豪地说德国有

世界最棒的机械制造工艺和最好的啤酒。我不置可否，却依然想

找回面子，于是去超市买了罐青岛啤酒给他品尝。过后，雷奥端起

一副专业品酒师的姿态道：‘这酒泡沫洁白细腻，麦香浓郁，喝起

来有些我们德国啤酒的影子。不错！’从此对青岛啤酒的热爱便

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德国留学生王林强讲述他与德国舍友和青岛啤酒的

“亲密接触史”。就是这个地道的青岛啤酒味，让全球消费者“爱

不释杯”。而这种“喜爱”的背后，是来自于青岛啤酒“110年，只

为酿造好啤酒”的专注。

好品牌，为消费者创造快乐感受

青岛啤酒认为：“品牌不仅是企业的资产， 更是消费者的资

产。青岛啤酒就是要为消费者打造好这份快乐资产。”

通过营销互动活动，消费者可以参与直播的CBA比赛，与青

岛啤酒啦啦宝贝聊天；还可以分享青岛啤酒的酿酒师日志，了解

啤酒的乐闻趣事； 也可以参与活动去伦敦看球或者去德国寻根。

在好莱坞大片《速度与激情6》中，观众也能找到青岛啤酒的影

子。

从线下到线上，虚实互动，虚实融合，让青岛啤酒拥有了一个没

有边界的创造快乐的广阔平台，让不同肤色的人群，品尝同一个

中国味道，为全球消费者创造更多快乐感受。

用责任创造可持续的未来

“作为中国啤酒行业的代表和令国人骄傲的国际化品牌，青

岛啤酒历经110年依然保持了优良的信誉和持续发展的强劲动

力。”中国轻工业协会会长步正发告诉记者。而在本次“最受赞赏

中国公司”的问卷调查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的地位、长期投资价

值、企业责任、创新能力、管理质量、吸引和保留人才的能力等九

个方面，青岛啤酒皆有优秀且均衡的表现。

（吴坚）

一路向南 自驾去老挝泰国

“泰好耍”老挝泰国15日自驾之旅11月8日、30日发团

报名咨询热线：82001615

报名网址：www.82001615.com

商众特色线路

线路一：“泰好耍”———老挝泰国

15

日自驾之旅

行程路线：

成都—昆明—老挝琅勃拉邦—万荣—万

象—泰国廊开—芭堤雅—素可泰—清迈—清莱—清

孔—成都

发团日期：

11月8日、11月30日

收费：成人价：

9980元/人

线路二：最美天路—————川藏 珠峰 青藏自驾

17

日

自驾之旅行程路线：

成都—康定—雅江—巴塘—左

贡—波密—林芝—拉萨—日喀则—珠峰大本营—定

日—拉萨—那曲—格尔木—青海湖—天水—成都

发团日期：

10月26日

收费：

8980元/人（淡季）

线路三：醉美大香格里拉

13

日自驾之旅

行程路线：

成都—康定—新都桥—理塘—稻城—亚

丁—稻城—乡城—德钦—盐井—香格里拉县—丽

江—泸沽湖—西昌—成都

发团日期：

10月26日

收费：成人价：

6980元/人

青岛啤酒八度荣膺

《财富》“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

近日，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2013年度“最受赞

赏的中国公司”排行榜发布，青岛啤酒再次荣登榜单，这

也是青岛啤酒连续八年入选。 外部的视角给予了青岛啤

酒“最受赞赏”的理由：以品质赢得世界赞赏、用品牌为

消费者创造快乐感受，用责任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