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先生最喜欢看到女儿星星对某件事情很专注

的样子，比如观看一群蚂蚁搬家、和小鸭子讲话、数一

数园林里有几种颜色……“旅游，不就是应该感受世

界、体验生活么。”所以，在陈先生的亲子游行动中，

绝对不会出现催促孩子“别看了，快点走”的情况。

“当然如果时间太晚了确实要耽误行程，我会和孩子

商量以后再来看，或者告诉她以后去别的地方看。”

女儿才上小学一年级，对世界充满好奇，陈先生

也乐于和女儿一起成长。 每次去自然风景区旅游，他

都有意识地去引导女儿观察一些自然界中的动植物

和自然现象。“看到彩虹的时候，女儿兴奋得不得了，

一个劲儿地嚷着要去彩虹那里， 我就抱着她使劲跑，

去追彩虹。呵呵，我知道追不上，就是为了让她好奇为

什么会追不上啊！”陈先生认为，启发孩子探索世界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孩子有自己的深切体会之

后，家长再和孩子一起学习相关知识，孩子就会真正

地接受与了解，或者有他们更伟大的猜想。

“出去旅游，当孩子停下脚步，家长不妨也停下

来，关注一下孩子关注的事情，这是对孩子的尊重，也

利于孩子成长。”陈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有意义

的旅游不是你去了几个著名景点、拍下了多少到此一

游的照片，而是眼睛和心灵的收获。

到西岭山顶，观日月坪奇景

乘坐西岭雪山的观景索道， 沿着林

间小道登上日月坪的观景台， 远处山峦

起伏，空气沁爽怡人。这样的夏天，怎能

不令人心旷神怡。穿梭于林海之中，沿着

蜿蜒的小路，漫步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和

郁郁葱葱的大树尽收眼底， 让人觉得幽

雅宁静， 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山林深

处，姿态万千的古木透出浓浓的绿意，时

而可见乖巧可爱的松鼠， 欢呼雀跃的鸟

儿，都为这片原始森林增添了些许灵气，

沿着原木游步道而上， 伴随着人群的嬉

笑， 我们来到了传说中的仙境 “阴阳

界”，看到这样一处奇观，甚至都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 仿佛盘古开天般斧头一

挥便形成了天与地， 阴阳界会让你有最

直接的视觉感受。它既是山峰，又是两种

截然不同气候的分水岭，界西云升雾涌、

朦朦胧胧，界东晴空万里、湛湛蓝天，给

人以无限遐想。

在西岭雪山释放你20℃的夏天

在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 快速的生

活节奏， 这样的炎炎夏日是否让你开始

怀念春秋季节的凉爽， 此时此刻的你是

否有想过放慢脚步去感受一下清幽凉爽

的自然美景，让身体和心灵得以释放？而

素有“天然大冰箱”之称的西岭雪山正

等着你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作为成都

人消夏避暑的后花园， 西岭雪山以其数

百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凉爽的天气、优

雅的自然风光， 成为人们消夏避暑的极

佳胜地。当我们渐渐远离尘世的喧嚣，缓

缓步入景区， 一阵阵的凉意迎风扑面而

来，仰观这我们向往已久的原始森林，优

美逶迤的山岭，蜿蜒盘旋，犹如一条正在

酣睡的巨龙。 温馨的阳光夹杂着山中芳

草的馨香，吮吸着山间的清凉，在如此静

谧的气氛中所有的一切都豁然开朗。

后山景区免门票，星级酒店白菜价

优惠一： 11月30日前，西岭雪山旅

游度假区对所有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

优惠二：酒店套餐

1、准三星级标准的山地酒店最低价

格为100元/天/人（含吃住，需入住三天

以上），赠送西岭雪山前山门票1张/人；

2、准四星级标准的映雪酒店最低价

格为180元/天/人（含吃住，需入住三天

以上），购买映雪酒店套餐不仅赠送西岭

雪山的前山门票1人/天， 还赠送价值120

元的往返一次的交通索道票一张， 相当

于免费住一晚四星酒店，住酒店不花钱！

3、 以上两种酒店套餐从6月20号至

10月31日期间执行（国家法定节假日除

外）， 购买景区套餐赠送各类优惠券均

需在入住期间使用， 使用流程详询酒店

工作人员，咨询电话028-87397903。套餐

需要提前预订， 详情请关注景区的官方

网址。

景区咨询电话：

400-028-9695

网址：

www.xiling.cn

官方微信：

xisnow

官方微博：新浪：

@

西岭国际旅游

度假区

腾讯：

@

西岭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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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西岭雪山免票季

20℃的夏天“不打烊”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旗下五星级花水

湾名人度假酒店坐落于大邑县花水湾温

泉景区， 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温泉水会酒

店，距离西岭雪山20余公里，距离成都市

中心90公里。 酒店占地3万多平方米，拥

有各类客房201间（套），有中、日、泰各

式别墅共8栋， 酒店全领域覆盖无线

WiFi，24小时中央空调， 大中小型会议

室，各式养生菜肴。温泉谷是酒店的一大

亮点，集道教养生、保健、美容美体于一

体， 是西南地区具有医疗保健价值鉴定

证书的天然温泉，同时又拥有标准泳池、

螺旋滑道、泊浪池及大喇叭滑道，让您一

边体验养生温泉， 一边感受夏季嬉水乐

趣。 酒店在轻松欢快的度假氛围中融入

绿色、健康、养生元素，推出HAPPY� GO

欢乐游，以“一价全包”的度假模式，为

家庭游、蜜月游、商务奖励等提供应有尽

有的欢乐假期，包括住宿、一日三餐、温

泉、运动项目、娱乐项目、儿童俱乐部，花

水湾名人度假酒店邀您共享花鸟共语的

惬意。 (

王荣

)

西岭沿途好推荐： 花水湾

名人酒店天然养生温泉

咨询电话

028-88323333

炎炎夏日一到， 成都的户外活动让人望而却步， 而在距成都不远的地

方，被誉为“森林氧吧”的西岭雪山将是您的极佳去处，夏日的西岭已褪去

她玉琢银装的白纱，换上青翠欲滴的新衣。森林、青山、云海，成就了西岭雪

山的独特魅力，让人在盛夏感受20°C的清凉。

杨先生之所以选择三亚， 是听取了

儿子乐乐的建议， 而儿子的这个建议来

自于他好朋友。“他有个好朋友去年参

加过国际训练营， 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

的小朋友， 活动涉及的方面又是体育又

是艺术的，感觉还不错！”杨先生口中这

个不错的活动， 就是金茂三亚丽思卡尔

顿酒店与法国专业儿童机构Petit� VIP打

造的小精英国际训练营，适合4-14岁的

孩子，4天3晚暑期奇妙旅程，由国际教练

团队特别打造。

从宁静祥和的亲子瑜伽课、 活力十

足的运动会到体验亲手制作美食乐趣的

亲子烹饪课堂、餐桌礼仪课堂；从精彩纷

呈的夺宝奇兵、 趣味潜水到海龟课堂和

放生活动； 从观赏星象到奥斯卡电影之

夜……来自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们聚在一

起，在这一系列以音乐、体育、文化以及

环保为主题的活动中，不仅开阔了视野、

激发了潜能， 还更进一步理解了保护自

然的意义。

“尤其是海龟放生活动很不错，乐

乐还说回去要组织同学们成立一个自然

保护小组。”杨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活动除了趣味性和启发性之外， 在提升

孩子社交能力方面也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11岁的儿子本来就外向，和这里的

小朋友建立了很好的友谊， 我听到他还

跟外国小朋友讲英语，沟通完全无障碍。

法语他没学过， 这里的老师教了几句简

单的，他很喜欢。多国语言的交流让孩子

们感受世界各地的不同，很有意思！”

一家人在风光如画的三亚， 不仅享

受了到明媚的阳光、柔软的海滩，金茂三

亚丽思卡尔顿酒店打造的“小精英国际

训练营”也激发了孩子潜能，见证了孩

子成长， 杨先生认为这样的亲子游非常

值得推荐。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暑期亲子游 让孩子当一盘主角！

盛夏来临，孩子

们的暑假也真正进

入了玩耍时段。为什

么这么说？暑假不是

早就放了么？假是放

了，别忘了家长们还

给孩子们报了各种

各样的暑期培训班

呢！ 不过到这时候，

各种培训也差不多

结束了，亲子游的高

峰到了。

说起带孩子出

去旅游，很多家长自

我感觉良好，“我每

年都带娃娃出去耍，

他都去了好多地方

了。”“看我给女儿

拍的照片，刚好一个

浪打来， 好壮观！”

……细细一想，其实

很多时候孩子只是

跟随大人观光，他们

不清楚每天的行程，

不知道住哪儿、吃什

么，家长把一切事务

都安排妥当，孩子算

不得一个真正的旅

游者。好在，已经有

家长想到了这一点，

他们要将旅游者的

主动性还给孩子！

（详情请咨询成都各大旅行社）

1、 宁夏（沙坡头/沙湖）/景泰

（黄河石林）/通湖草原 空调包列8

日游

1980

元起 亲子特惠价

4580

元（

2

成人

+1.1

米以下儿童）

2、青岛大连 亲子6日（《爸爸

去哪儿》 拍摄地———威海鸡鸣岛，

寻中国最原始渔村）

成人

4680

元，小孩

3180

元

3、 华东5市+乌镇+灵山大佛

双飞6日 江南亲子修学游

7

月

24/28/31

日

2980

元

4、宁夏沙坡头、通湖草原西北

风情双飞4日游

2380

元起，每周五发团

5、宁夏沙坡头、通湖草原西北

风情双飞5日游

2580

元起，每周一发团

6、宁夏、内蒙、西安大型亲子豪

华空调旅游专列8日游

上铺：

1950

元起（

1.2

以下儿童免

费，价值

680

元），预计

8

月

2

日发团

朵朵今年10岁， 她要跟爸妈自驾去

拉萨！“我知道很少有这么小的孩子去

拉萨，但她身体很健康，应该没问题。”

妈妈王女士笑着说， 其实女儿喜欢大海

和草原，连续3年一家人都是满足了女儿

的愿望，不过女儿也想满足爸爸的愿望，

她愿意陪爸爸经318国道前往拉萨！

最先只是为了满足爸爸的愿望，不

过当朵朵看到318国道沿途的风光图片

后，也被深深吸引，她高兴地说：“这个

地方选得太棒了！”既然女儿有兴趣，爸

妈当然是趁势加油， 微信上时不时地给

女儿转发点相关游记和攻略， 关于自驾

318的书籍也带回去一大堆，任务也布置

下去了：“要不，你来帮我们安排一下行

程吧！画个手绘地图怎么样？”

朵朵很认真， 几天时间她真的做出

了一张手绘地图， 重要路段的公里数也

标注了上去。“虽然是一张不完美的手

绘地图， 但却是孩子自己查看资料绘制

而成， 她也通过这一过程对地理知识有

了一定的了解。” 王女士笑道：“我们在

哪里、要往哪里去、经过哪些地方，她都

一清二楚， 她还通过里程数和旅游时间

为每天的住宿地点提出了建议。 真没想

到小小的孩子居然这么有主见， 我们很

欣慰。”朵朵之所以可以顺利绘制地图，

跟她之前协助妈妈做地图有很大关系，

原来王女士很早就注重培养孩子的参与

性，去年全家自驾去北海涠洲岛前，她就

招呼朵朵一起绘过地图。

于是，新的任务又交代给了朵朵：去

查查沿途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吧！ 你自己

要带什么东西，列一个清单！朵朵愉快地

做着准备，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要亲

眼看看自己地图上的每个地方。

10岁朵朵 去拉萨前手绘地图

11岁乐乐 去了三亚国际训练营

7岁星星 爸爸抱着她追彩虹

热门亲子游

线路推荐

餐桌礼仪

网球课程

烹饪课程

朵朵的手绘地图

亲子瑜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