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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除了向游客提供奖品外， 澳门航

空与本届春季天府国际旅游节同步推

出了春日游澳门特价活动，600元成都-

澳门往返特价机票等你来抢 （不含

税）。 机票销售时间：2014年4月9日14:

00-4月18日24:00；旅行适用日期：2014

年5月2日-5月31日； 往返机票有效期：

2-7天。购买方式：通过澳门航空成都办

事处新浪微博、澳门航空成都站腾讯微

博、airmacau腾讯微信发放优惠码，持优

惠码进入官网相应页面进行特价机票

的预订。

在2014春季天府国际旅游节上，我

们将联合众多旅游目的地和旅行商，推

出系列特价线路，精彩不容错过。

1、三亚海岛部落双飞5日游，发团

日期： 天天发团 市场价：3680元 特

价：2800元

2、普吉泰享5晚6天，发团日期：4月

15、18、20、23、25、28、30 日 市 场 价 ：

3790元 特价：2800元

3、 冲绳半自由人 5日游， 发团日

期：4月15、20、26日 5月6、14、20、27日

市场价：4570元 特价：3880元

4、澳一地经典3城7天游(悉尼、卧

龙岗、黄金海岸)，发团日期：5月8、22日

市场价：7760元 特价：6999元

5、希腊深度8日游，发团日期：5月1

日 市场价：13500元 特价：12900元

6、 美国西部国家公园自驾之旅12

天， 发团日期：5月5日 市场价：22500

元 特价：21900元

当今最健康、环保的旅游运动方式是

什么？毫无疑问，自行车。在春暖花开的日

子里，骑着心爱的拉风自行车，徜徉在绿

野、花丛中，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和惬意。在

本次旅游节落地展期间，成都本地自行车

商“闪电”、乐哈氏等将集中亮相，向成都

市民及广大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们展示他

们的镇店之宝。

其中， 成都乐哈氏单车俱乐部将展出

自己代理的两大顶级品牌———加拿大

cervelo以及美国Cannondale的新款车型。

其中还有cerveloP3，cannondale� scalpel（手

术刀） 以及Cannondale� � peter� sagan限量

版战车。据介绍，cervelo� P系列铁三项用车

是全世界铁三比赛中获奖最多的P系车型。

融合了破风S系的灵巧与传统P系的空气动

力车架结构，为骑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cannondale手术刀系列， 是世界上最

轻盈、最坚固、反应最快的全避震越野赛

车之一。拉风的LEFTY左撇子前叉系统，

拥有零转点技术，高强度高韧性碳纤维工

艺和系统集成原件，使Scalpel成为越野赛

上的王者利器。

Cannondale� peter� sagan� 限量版战

车，全球仅有100辆，是2012—2013年环法

绿衫冲刺王战车。其流畅的身形与车架几

何完美结合，SAVE微悬吊增加舒适性，运

用高强度的碳纤维以及特殊的碳布堆叠

法，能为骑手提供完美路感。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何筝 陈松

自行车“豪车”扎堆亮相

到旅游节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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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户外攀岩这一运动、旅游、休闲方式进入国内，就因其充满挑战性，又满

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很快得到年轻人的宠爱，成为一种流行时尚。

4月19日～20日，2014年春季天府国际旅游节落地展将在东郊记忆华丽

登场。特色户外攀岩的“攀岩希望之星”活动将作为重头戏亮相本次旅游节，

户外攀岩的高手大咖将云集东郊记忆，为我们带来一场激情的运动盛宴。让旅

游变得更富青春活力，更紧跟流行风向，更贴合国际潮流。

攀岩高手云集现场

在本次旅游节落地展期间，中国户

外攀岩的高手大咖将齐聚现场，他们将

向人们展示抱石、徒手攀岩、腾挪、窜越

等一系列攀岩高难度的技能，同时为现

场观众演练在攀岩过程中如何利用腿

脚力量、如何规划攀岩线路、如何进行

攀岩训练………

作为本次旅游节重头戏的2014凯

乐石攀岩希望之星成都站活动，由国家

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

协会主办，四川省登山协会、成都生存

者攀岩馆承办。 在紧张的攀岩比赛现

场，攀岩者不但必须发挥出自身的全部

力量，还要集耐力、柔韧和平衡能力于

一体，利用岩壁上那些难以把握的支点

向上攀登、完成腾挪、窜越、引体向上等

动作，使观众在惊险的表演中得到一种

美的享受。

攀岩壁令你身临其境

在旅游落地展现场，除抽免费游大

奖、抢特价游之外，现场立起来的攀岩

壁将成为一大亮点，热爱户外运动的朋

友们可以在攀岩教练的指导下亲身感

受户外攀岩的魅力与激情，充分享受春

季户外运动的青春活力。

据旅游节组委会有关负责人称，旅游

是一场奇幻的旅行，我们在旅行中遇见不

同的人和事， 经历一切的惊险与绮丽，旅

游象征着人们崇尚自然、冲破束缚、向往

自由生活的愿景，这与户外攀岩的意义具

有异曲同工之妙。攀岩运动是一项深受人

们欢迎的运动项目，它集健身、娱乐和竞

技于一体。稳如壁虎、矫若雄鹰的腾挪，韵

律与力度中透着的美，会让所有的人由衷

感叹攀岩的无尽魅力，故又称攀岩为“岩

壁上的芭蕾”。 户外攀岩充分表达了人们

要求回归自然、挑战自我的愿望。

攀岩教练莅临开讲

户外攀岩日渐得到大众的喜爱，厌

倦钢筋混凝土的都市青年们，需要一场

说走就走的户外旅游，调节沉睡多时的

身体和心灵。旅游节期间，攀岩教练们

将会莅临现场，开设攀岩知识公益讲解

和应急逃生公益培训活动。

攀岩教练会在现场指导攀岩时的准

备活动， 教你系“双八结”“水手结”、

“双半结”等。铁锁是攀岩必需的安全设

备之一，教练会教你铁锁的使用办法，以

保证户外的安全。 教练通过现场攀岩示

范，教你户外攀岩的基本手法和脚法。接

下来还会有一场户外攀岩知识大讲解，

让现场观众认识安全带、下降器、安全铁

锁、绳套、安全头盔、攀岩鞋、镁粉和粉袋

等攀岩器材，为大众普及攀岩知识，让大

众爱上户外攀岩运动， 享受大自然的自

由与美好。

玩

户

外

继价值10080元“天路之旅”川藏

自驾游名额1个、价值5030元成都-澳门

往返机票1张、价值1680元“港澳专列8

日游”1名等免费游大奖之外，2014春

季天府国际旅游节现场抽奖环节，再增

一大奖———由环球国旅提供、价值3800

元的成都直飞泰国清迈往返机票1张，

将在现场免费抽取。 获此大奖的游客，

可跟随成都环球国旅来到清迈，在回味

电影《泰囧》中“葱油饼SPA”与“秀剪

刀手”的同时，穿梭清迈各大景点，并

感受“清新雅致”的特色。

4月19-20日， 东郊记忆，2014春季

天府国际旅游节落地展现场。只要你足

够幸运， 带上你的护照到现场登记，就

有机会获得免费游的机会。丰富的奖品

等着大家到现场来参与旅游节活动，给

自己一个收获逍遥一游的机会吧。

现场抽奖1：免费抽取10080元“天路

自驾”自驾游1名，成都出发旅游超市提供

现场抽奖2：免费抽取5030元成都-

澳门往返机票1张，澳门航空提供

现场抽奖3：免费抽取3800元成都直

飞泰国清迈往返机票1张，环球国旅提供

现场抽奖4：免费抽取1680元“港澳

专列8日游”1名，成都出发旅游超市提供

现场抽奖5：免费抽取1200元混耍音

乐节门票10张，聚正能量文化传播提供

现场抽奖6：免费抽取158元“石象湖

郁金香1日游”1名，成都出发旅游超市提供

抽

大

奖

六大免费游大奖等你来抽

动感十足的舞步、 青春逼人的律

动、高难度技巧动作，在4月19日的春季

天府国际旅游节上，国色天乡乐园“天

乡艺术团”精彩动感的啦啦操，将作为

开场舞表演拉开旅游节帷幕。 目前，队

员们正在进行紧张的集训，争取把最精

彩的啦啦操表演在天府旅游节上呈现。

据悉， 在2014春季天府国际旅游节现

场， 除了可以了解到丰富的旅游资讯，

更有机会现场观看到来自四川省内外

各地的民俗特色表演。

据了解， 在本次旅游节落地展期

间，国色天乡乐园“天乡艺术团”除开

场啦啦操表演外，还将带来当前最流行

的韩舞表演《If� you� love� me》。把韩国

流行的舞蹈以串烧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青春洋溢，性感火辣。现场还将精彩演

绎《草裙舞》，通过这组夏威夷风情舞

蹈，充分展现夏威夷的热情洋溢，给游

客朋友不一样的特色演出。

看

表

演

天乡艺术团热辣舞蹈开场

特

价

游

春日游澳门 只需600元

耍

单

车

征集令

2014

春季天府国际旅游

节从即日起全面启动，如果你

是旅游景区、旅行社、地方旅

游局或者其他任何的旅游机

构，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你优

秀的旅游产品；如果你是普通

市民，希望更多的参与到旅游

节中， 获得更多的旅游信息，

参与更多旅游体验；如果你有

美到令人窒息的旅游摄影作

品，足以让人一见倾心；如果

你有自己独特的旅游体验线

路、 项目想要与更多人分享，

那就联系我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