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充沛的夏天， 还有什么能

比旅游更触动你的心？ 一场前所未

有的旅游盛会正在等着你———7月

中下旬， 由可口可乐公司旗下著名

果汁饮料品牌美汁源主办“发现你

身边的阳光胜地”大型旅游系列活

动正式开启啦，“汲取200天阳光”

的美汁源果粒橙邀请你票选出心目

中当之无愧的“阳光胜地景区”，更

有众多豪华旅游大奖等着你！

■

美汁源“阳光胜地”等你来投票

这个盛夏，美汁源带来为期3个

月的“发现你身边的阳光胜地”大

型旅游系列活动， 在你心中是否珍

藏着这样一个温暖而迷人的地方

呢？快乐需要分享，把你发现的“阳

光胜地”景区推荐给我们吧！

充满“阳光橙肉， 汲取200天阳

光”的美汁源果粒橙不仅带来蕴含丰

富果粒、 维生素C和阳光精华的健康

美味，更是把远离都市喧嚣、寻找城

市绿肺的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带给

了大家，让生活从此充满阳光活力！

■

中国死海，有豪华大礼包等你！

什么样的地方， 才是阳光胜地

呢？中国死海就是了。这里倾情为游

客打造了一个以“神奇漂浮”为主，

结合现代水上运动、休闲、度假、保

健等要素的水文化旅游度假胜地。

夏日里， 享受丰富多彩的水上娱乐

项目,走进中国死海，就置身于一个

超脱于现实之外的梦幻世界。 中国

死海将向参与活动的6名幸运儿送

出价值5000元的景区豪华大礼包，

吃住行玩统统包揽其中， 怎能不让

人心动！参与美汁源“发现你身边

的阳光胜地”景区票选活动，除了

美汁源果粒橙可爱装等精美小礼

品、 还有机会获得包含北纬30°免

费自驾游优惠券、 行游天下旅游护

照和环球中心海洋公园门票的超多

旅游豪华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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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7月27日下午， 可口可乐 （四

川）饮料有限公司的可口可乐大使

们走进成都市成华区红枫岭社区，

围绕“吃动平衡 走向健康”主题

与市民积极互动，希望带动市民增

强体育锻炼意识，倡导膳食均衡和

快乐“动”起来的健康生活习惯，

约有500余名社区居民参与到本次

活动中。活动现场邀请国家高级营

养师杨京儒老师为市民讲授运动

和膳食方面的健康知识，指导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还专门设计了吃动平衡主题互

动体娱游戏。

（李晶）

7、8月我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

暑期或是年假， 却也迎来了炎炎夏

日和似火骄阳。 在对避暑地的选择

上，你青睐要高山流水，还是要宁静

湖泊？你更喜欢亲近自然，还是在麻

将桌上“血战到底”？选择清凉避暑

地，性价比才是关键！不要劳顿的车

程，不要单一的娱乐方式，寻一个距

离近、温度低、景色美、玩法多、花费

少的地方住下，感受清凉夏日！距成

都只有95公里的西岭雪山，是大都

市周边最近的一处原始林海， 景区

后山（西岭雪山旅游度假区）免收

门票政策将一直执行到11月30日。

朋友们，赶快逃离城市喧闹和酷热，

到西岭雪山拥抱蓝天白云， 畅享清

新宜人的自然吧！

打造出属于你们的情侣线路

到西岭雪山，过一个20℃的七夕节

西岭雪山沿途，会经过花水湾

温泉景区，五星级花水湾名人度假

酒店坐落在花水湾景区内，是西南

地区最大的温泉水会酒店，酒店内

拥有情侣主题客房，房间典雅中透

着华贵、温馨中透着舒适，视野开

阔的观景阳台， 明亮通透落地大

窗，浪漫的双人水上滑道，让情侣

们放松身心，回归自然。这里每一

寸都充满爱的气息， 一花一世界、

一水一天堂，为情侣们在回忆里写

下浪漫一笔。

线路1�免费的情侣线路：

“七夕” 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

不少人会在这天选择和心爱的人出

游。西岭雪山在这个七夕特别为你打

造出免费的情侣路线，让你分文不花

也可以和另一半过一个难忘浪漫的

情人节。

由于西岭雪山旅游度假区一直免

门票到11月30日，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

买门票进入景区， 而且从游客中心到

鸳鸯池广场的步行道是对大众免费开

放的，情侣们可以选择徒步登山，可从

游客中心出发经“诗忆小径之遇竹”

路线到达鸳鸯池广场； 从鸳鸯池广场

经“诗忆小径之画境”路线到达廊桥

广场；再从廊桥广场经“诗忆小径之

杜鹃”路线前往映雪广场。途中不仅

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还可以欣赏

到数不尽的奇花异草。 途经充满了神

话色彩的鸳鸯池， 去见证美丽浪漫的

爱情神话。 到了映雪广场后情侣们可

以观赏优美的自然景观， 惬意地漫步

在小道上， 也可以沿着景区主干道到

各项目区感受一下，伴随着笑声、尖叫

声，心情随之波动又是另一番感受。

线路2�浪漫的情侣线路：

你可以带着心爱的另一半乘坐

鸳鸯池索道到达半山，将百米高空的

西岭美景尽收眼底。 如果你的她害

怕，你不妨将她紧紧拥入怀中，成为

她此时最有力的依靠。 到了映雪广

场，情侣们可以到映雪酒店去品尝绿

色的美食。接着通过观景索道到达山

顶，情侣们牵着手，穿梭于林海之中，

沿着蜿蜒曲折的小路，远离城市的喧

嚣， 在大自然中尽情地和你的TA享

受这份安静、惬意。

（王荣）

来西岭当然不能错过那些美丽奇

特的自然景观，高山、森林、云海、霞蔚

……带着愉悦的心情去探寻西岭的

美景亦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乐事。

绝妙景点是白沙岗一带“阴阳

界”。阴阳界既是山峰，又是两种截

然不同气候的分水岭。一边是晴空万

里，湛湛蓝天；一边是云蒸雾涌，朦朦

胧胧，给人以无限神秘的遐想。日月

坪如同一个原始的世界，被云海包裹

着、缠绕着，在观景台上，又可以俯瞰

群山如波涛一般起伏，千变万化。

红石尖是离西岭雪山主峰庙基

岭最近的地方，海拔3312米，是天然

的观景台， 西看绵延数百里的大雪

山，每当旭日东升，可见“日照金

山”的奇观，东则可望成都平原一

泻千里，十分壮观。

亲近自然

西岭那些不可错过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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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七夕节，相约在西岭

打造属于你们的情侣线路

畅饮健康美味，携手阳光之旅

美汁源“发现你身边的阳光胜地”

大型旅游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动动你的手指 众多豪华大礼等你拿回家！

□参与方式

你可以在全搜索网站“美汁

源 ‘发现你身边的阳光胜地’”

专题页面中找到我们提供的阳光

胜地景区票选活动， 为你支持的

阳光胜地景区投票。

□线下精彩活动

美汁源将启动“青春自由行”

和“自驾大西南” 等众多线下活

动，参与网站景区票选，或通过微

博、微信、电台等互动方式参与，就

有机会获得惊喜豪华大礼包！

更多详细信息， 请登录美汁

源“发现你身边的阳光胜地”专

题页面查询！

（李晶）

据悉，碧峰峡平均气温仅23℃，

两条大峡谷里几十条飞流直下的瀑

布和苍翠欲滴的青山， 共同酿造出

凉爽清新的空气。 凡到碧峰峡游览

的游客，凭门票免费参加风情晚会；

凭动物园全票免费体验趣味亲子碰

碰车；凭猛兽投食车票免费喂羊驼、

梅花鹿、天鹅……有游客称：购票才

百余元，礼包就有90余元，碧峰峡真

是清凉又好玩，超值又安逸。

（王荣）

想不想去重庆后花园万盛黑

山谷5A景区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戏水湿身？负氧含量是重庆主城的

200倍、 整个夏季保持23℃超凉爽

平均温度、全国5A级森林公园，在

黑山谷，森林、幽峡、竹海、飞瀑、碧

水、溶洞、仿古栈道、浮桥等水景遍

布整个景区。 参与湿身亲水活动，

请穿着轻便易干的衣物，穿防滑性

能良好的鞋，并随身携带换洗衣物

以备更换。

（何筝）

湿身避暑黑山谷

清凉碧峰峡超值享礼

旅 / 游 / 资 / 讯

可口可乐大使进社区

7月27日， 宽窄巷子的老式街道

上，一曲优雅恬淡的《茉莉花》响起，

蒙牛总裁孙伊萍、中国·谷·乐唱团及

蒙牛员工迅速从广场门后走出，为当

天的百人快闪惊艳开场。快乐的歌声

和欢快的舞步为游客带来了惊喜，吸

引大家驻足观看并不断加入其中。此

次由蒙牛总裁及其员工发起并参加

的快闪活动，就是希望通过身体力行

的方式， 向公众传递“一点一滴的

好”的关爱精神。

（李晶）

蒙牛“闪”亮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