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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爸爸去哪儿2》

炒热成都高原河谷

《爸爸去哪儿2》摄制组之前在成都都江

堰虹口拍摄时， 神秘拍摄地———高原河谷国

际山地户外体验营立刻成为大众和媒体关注

的焦点。现在节目还未开播，成都高原河谷国

际山地户外体验营已经被各大媒体轮番跟进

采访拍摄， 游客们更是慕名前来体验这里的

各种清凉一夏活动项目。

据了解， 该体验营坐落于成都都江堰虹

口4A风景区，毗邻瓦子坪风情小镇，地处虹

口高原段白沙河河谷最腹地区域。 是虹口地

区水最凉、温度最低的地区，是“虹口冰点

区”，有“到虹口必玩河谷”之俗成。

高原河谷“冰点区”营地占地面积约200

亩，包括了CS丛林区、射箭场、山地自行车、

沙滩运动区、休闲小吃区、户外高空拓展区、

CS野战PK区、水上乐园、篮球场等。其中水上

体验项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拥有两个

大型游泳池，总面积近2万平米。目前正在陆

续安装水上项目的设备， 今年夏天游客可以

体验到水上懒人漂、水上冰山、水上跷跷板等

项目。

星爸萌娃爱上直升机空中游览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透露，此次《爸爸去

哪儿2》 拍摄的成都都江堰地区虹口乡高原

村， 一共有9户人家，“在节目组来之前才刚

通上电不久”。此外，拍摄地十分陡峭，步行

上去需要一个多小时。“这两天要想上去，根

本不可能。”直升机运送是必然的选择，最快

只需要两分钟。于是，成都都江堰唯一拥有飞

行基地的通航公司———驼峰通航成了节目组

和当地政府的最佳合作伙伴。

据悉，在正式拍摄之前，驼峰通航的五

架飞机提前三天就在指定起降点集合，提前

试飞三天，以确保飞行员对飞行安全，以及

编队飞行的演练和试拍取景。已经飞行四千

小时的陈斌机长担务飞行大队长。陈机长在

此次《爸爸去哪儿2》的任务当中执飞贝尔

407，最终运送曹格一家上山。据其称：“曹格

一家上飞机就大呼过瘾，还在飞机上快乐地

唱起了歌，唱了好几首英文歌，特别是姐姐，

乐得不行，俨然一个空中家庭演唱会，很让

人感动。”

预订《爸爸去哪儿》直升机资格

据驼峰通航的董事长车天发介绍，此

前，他们与湖南卫视在2013年的环塔拉力赛

和大越野拉力赛上也都有过合作，飞行经验

丰富。“此次我们派出五架直升机配合拍

摄。”车天发说，包括一架贝尔407、一架贝尔

L4以及3架罗宾逊R44， 其中4架用于运送星

爸和萌娃以及部分工作人员， 另一架R44则

协助航拍工作。

目前，只要游客提前参与本次活动，提前

拨打热线预购，我们将保证你乘坐上和《爸

爸去哪儿2》“星爸萌娃”们乘坐的同款直升

机，从高原河谷起飞，过上一把明星瘾，享受

空中飞行的快乐。据悉，此次直升机项目计划

每天只飞行一次，每人每次1000元，先预订者

先上直升飞机体验。

入住明星辣妈下榻的虹都水岸

一山，一水，一别墅。在白水河蜿蜒旖旎

的河岸平台上，一块呈“鱼形”的地块呈现，

在半山的葱翠之中，这里就是虹都水岸。《爸

爸去哪儿2》拍摄期间，前来探班的明星辣妈

们把虹都水岸酒店变成了“辣妈之家”。

在星爸萌娃忙于拍摄之际， 辣妈们则在虹

都水岸的度假别墅里享受着惬意：森林SPA、林

间漫步、养生美食、温泉瑜伽、休闲下午茶……

“明星萌娃”乘直升机最大礼：

赢“森林别墅”

据了解， 成都虹口高原河谷景区推出

《爸爸去哪儿2》“明星同款” 消夏亲子直升

机旅游项目，除乘直升机、游玩河谷、入驻虹

都酒店外，还送出一项最大礼：抽奖赢取“森

林别墅”免费入住。

有关人员介绍，在《爸爸去哪儿2》拍摄期

间，已有工作人员获得该大奖。当“爸爸一家”

乘坐上和《爸爸去哪儿2》“星爸萌娃”们乘坐

的同款直升机从高原河谷飞完， 还可享受抽

奖活动。

据了解，虹都水岸度假别墅自7月起就预

订火爆。走进虹都水岸别墅，每一个房间均设

有独立的卫生间，并配置用电、用水、光纤等，

无论是自住还是家庭式宾馆， 都能自如享受

生活，推窗即见山林、河流的美景……与此同

时，别墅庭院内，天然泉水、丝丝入心，活水筑

园、曲线婉转的小径、高高低低的树阵，营造

出“庭院深深深几许”的优美意境。

（王荣）

1000元预购直升机游 赢森林别墅

《爸爸去哪儿2》“明星同款”亲子直升机旅游项目亮相成都虹口高原河谷

8月3日《爸爸去哪儿2》第四站就

要开播了。你知道吗？即将播出的第四

站拍摄地就在成都都江堰虹口原始森

林。由于拍摄地神秘，且高原、森林、河

谷等地势转换，节目组被迫调来了五架

直升机。今天起，《爸爸去哪儿2》“明星

同款”消夏亲子直升机旅游项目亮相成

都虹口高原河谷， 你只需要拨打热线

028-87264222、61750888提前排

队预订，1000元乘直升机升上高原河

谷飞几圈，现场还原“星爸萌娃”，足足

享受一次明星范儿。

同时，炎炎夏日之下，“爸爸一家”

还可与朋友在成都虹口的冰点区———

高原河谷，感受最凉的温度、刺激的漂

流，还可水中搓麻将、大吃烧烤三文鱼、

狂饮夜啤酒， 还可露营森林河滩之畔、

住进被称为 “辣妈之家” 的 “虹都水

岸”乡村五星度假酒店，更重要的是还

可能赢取“森林别墅”免费入住哟。

【虹口旅游】

都江堰虹口旅游区拥有清新的空气、清澈见底

的溪水、繁茂的植被、宁静的小村，年平均温度10度

左右，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高于城区2000倍以上，

被称为极佳的“天然氧吧”。既可登山运动、徒步穿

越、漂流戏水，更可在此纳凉消暑、休闲娱乐，体会

远离喧嚣都市的清凉之意。

【高原河谷】

都江堰虹口高原河谷国际山地户外体验营培

训基地，坐落在虹口高原村，距都江堰市区40分钟

车程，占地180余亩，这里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场

地宽阔，环境相对封闭，基地内设施齐全，两套高

空组合架培训设施安装在营区中央，视野开阔，青

山绿水，适合开展的项目有：信任背摔、巨人天梯、

空中单杠、断桥、毕业墙、天使之手、“缅甸桥”等

大型户外拓展活动。

【虹都水岸】

目前， 虹都水岸酒店已经被四川省旅游局评

为五星级乡村度假酒店，也是都江堰市唯一一家。

虹都水岸位于都江堰市北部国家AAAA级景区虹

口，距成都约70公里，配套拥有餐饮、会议、温泉等

项目，满足旅游人群的休假需求。

做泰式火锅纯属“计划外”

在开朴·田之前， 张翼做了9年空姐，2年在

南航，7年在川航。 她的空姐小伙伴也是川航的

乘务员，两人是大学同寝室床对床的闺蜜，朴·

田这个名字也是来自两个人名字的组合。 一个

姓蒲，一个从名字里的翼字里取了个“田”字出

来。出身空姐的女老板果然惊艳：长发、素颜美

女，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样子。之所以告别空姐行

业，张翼说是在前年8月，因为长时间飞行日夜

颠倒，身体开始出问题，脸上大面积长红痘痘，

结果就请了长病假。“其实空姐们大都这样：做

到一定年龄，结婚生子以后就辞职，开个咖啡馆

书吧花店什么的， 空姐们很多都有着这样的梦

想。” 在跟老公散步转到川音旁边时刚好看到

铺面转让，当时是想开咖啡馆，装修好以后开始

细细思量和考察， 才发现这个地段开咖啡馆只

有垮，最后机缘巧合，开起了自己最爱的泰式海

鲜火锅。最初想不亏就行了，没想到做下来还不

错。不过在开业4个月左右的时候，张翼的空姐

小伙伴撤资去代理希腊床上用品品牌了，朴·田

就由张翼独自打理。

泰国风味改良后口感更佳

之所以开起泰式火锅， 张翼说是因为忘不

了在昆明吃的一家泰式火锅店。 以前做空姐的

时候，发现昆明有家“城市花园”泰式火锅太好

吃了，她每次只要去昆明都必吃，“1000多2000

平米的大店还来不来就排200多号的长队，等号

区都有两层楼。” 张翼说自己的大师傅就是从

这家店请的。开店前，张翼和大师傅去泰国学习

了三个月， 了解当地饮食文化的特色和用料的

习惯，再回来做了一些改良，变成现在的味道，

既有酸辣虾汤的味道，又弱化了咖喱的呛味。张

翼说成都每家泰式火锅她都尝过， 比较推崇的

还是自己家以及“泰色天香”。

吃个饭总能撞上一堆空姐

有人说，在朴·田经常看到美女俊男，这与

张翼之前的职业不无关系，据张翼介绍，其中

一部分是由以前的同事构成，几乎每天都有以

前川航的同事过来捧场，有时一天还能撞上4、

5桌， 而另一部分则由四川音乐学院的学生构

成了。

朴·田生意好，跟老板大方有关，不少吃客

都记得生日当天赠送的“长寿面”，非常漂亮的

一碗鸡蛋面上缀一个大鲍鱼， 而煮火锅的锅子

也让人印象深刻———一体成型的锅很漂亮，锅

底有5厘米左右，张翼说，昆明那家泰式火锅店、

泰色天香以及她家都用的这种锅，深度刚刚好，

别的锅太深了就容易烫手，装汤的量也有讲究，

汤刚刚好把料包盖到，开火煮汤溅不出来。光是

这种锅就要1800元一口。

张翼也有自己的坚持，“我家甜点像拿破

仑，都是洲际酒店的师傅做的，刚开业的时候，

我每天开车去洲际酒店拿， 现在每天30~40个，

都不够卖。”还有一个坚持就是从不做外卖，因

为怕海鲜从店里到顾客家里不新鲜了。 只是有

不少吃货偶尔会端着锅来装汤回去， 可以反复

煮。这种不怕麻烦的资深吃货，一周能碰到一两

个。

成都商报记者 吴筱颖

张翼：

不当空姐 开店也惊艳

走进《爸爸去哪儿2》拍摄地虹口高原河谷，

开启历奇探索之旅，明星同款解暑消夏。

水上大闯关、皮划艇大赛、平底锅羽毛球赛、

溺水救援、沙滩足球、演绎四大名著情景剧、参与

反恐演习、泳池化妆Party、高空攀岩、真人CS对抗

……到《爸爸去哪儿2》 拍摄地———虹口高原河

谷，开启一次全新的历奇探索之旅。在这里，你将

在水的流动、水的浮力、水的冲击、水的形状、水的

色韵中感受到逗、乐、趣和美。还等什么，这里绝对

比你想象中还好玩， 更多的新鲜项目等着你来体

验，和爸爸妈妈一起快来加入吧！

活动时间：

8月17日-8月23日

参营费用：

2680元/人 （往返接送点费用自

理，其他费用全包）

招生对象：

A班：6-8岁，B班：9-13岁

家长参加活动成本费用：

320元/人 （8.22晚

-8.23下午）

报名方式：

1.

本期活动属于暑期特惠活动，限招

40

人；

2.

报名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锦

华万达广场

9

单元

1001

成都探途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综合执行部；

3.

报名电话：

028-68839602

� � � � � � � 18227667181

【探途少年团暑期特惠营】

少年团7天

高原河谷历奇探索营

在“美的”，三天卖了两个亿

没错！“霸王虾”老板袁烨曾经所在的美

的公司，就是那个“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的

著名家电品牌公司，当时的职责是品牌推广、

促销，说简单点就是当时《成都商报》上的广

告都是经他手投放的。2010年，袁烨带领他的

团队一手策划执行了 “美的年销售破千亿，

让利大促销”的大型活动，开创了家电行业

消费者提前认筹购买模式， 并通过全媒体发

布告知，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公交车、路牌

……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到“美的”的这次

超低价促销广告。 最终获得的成绩是三天全

川销售额突破两个亿，震动了整个家电行业。

这种精准锁定购买者的模式， 直到今天还被

各品牌家电商、卖场沿用。回忆起这些行业首

创，如今的虾店老板袁烨也很是得意。

在“霸王虾”，日均进账8万

1982年出生的袁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小，待人接物却又显得非常成熟，这多半得益

于他在大企业7年的锻炼，而从家电行业转战

餐饮，也得益于这份工作。袁烨是江苏人，从

小就爱吃小龙虾，在“美的”时经常出差，尝

遍了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各地的小龙虾做

法，又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位做虾高手，当时成

都市场的小龙虾店还不像如今这般火爆，但

以袁烨专业的市场眼光来看， 这一块必定大

有可为， 等到他和大师傅一起摸索出一款融

合各地口味又符合成都人喜好的小龙虾做法

时，袁烨毅然辞去了正如日中天的部长职位，

让做房产节目主持人的老婆也辞了职， 两口

子一块儿下海创业。

开弓没有回头箭， 创业是艰难的更是愉

悦的， 袁烨将以前广告学的手段全部用到了

店上，新媒体营销、自媒体大号推荐转发、官

方微博认证、 亲自回复每一条网友的问询

……这些都创了行业先河， 如今成都30多家

虾店的微博都有蓝色V认证， 都是受了他的

影响，这在全国都是难以见到的。

从前小龙虾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食材，袁

烨的出现重新定义了这种美食的地位，好吃、

环境舒适、有品牌辨识度也是“霸王虾”的三

部曲，如今“霸王虾”在成都市内有两家店，

重庆、遂宁、仁寿也都开了合作店，五店日均

销售额达到了8万元，这样的发展速度不过是

在一年多时间内就做到了， 而且还是一个从

未涉及过餐饮行业的新手， 难怪现在很多业

内人士说起“霸王虾”都要竖起大拇指。

在未来，将创建标准化虾店

吃虾是特色餐饮的一类， 特色化的口味

就是经营核心，现在“霸王虾”已经有了五家

店，未来会更多，那么如何保证特色化口味的

统一，就成了“霸王虾”发展的当务之急，袁

烨也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他希望在今年内

能和大师傅制定出招牌菜“油焖小龙虾”标

准化制作工艺， 这一步做到了，“霸王虾”才

能继续稳步开店。

目前成都的虾店越开越多， 是否会影响

到“霸王虾”的生意？袁烨表示不惧竞争，因

为成都是好吃嘴聚集的城市，市场体量很大。

其次，虾店的定位是特色餐饮，只要东西味道

好，有特色，那么肯定会有客人的。袁烨认为，

竞争核心仍是产品， 提供有特色的产品吸引

顾客才是王道。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上周三，本报报道

了“小馋院”老板潘向

晖和“清心火锅”老板

覃瑞旻的创业故事，吸

引了众多业内人士和

读者的关注，大家都想

了解好吃的美味背后

当家人的经历，是什么

原因美了胃、火了店？

为此我们还会继续访

问报道更多的餐饮创

业故事，以解好吃嘴们

的八卦欲望！也让吃货

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

还能侃侃而谈老板的

经历，让身边的小伙伴

对你刮目相看！

本期你将看到家

电王牌“美的”市场部

部长辞职后开小龙虾

店、空姐辞职后开泰式

海鲜火锅店的故事。

袁烨：

做最“美的”虾店

不少网友表示，是“霸王虾”开了以后才开始吃小龙虾这种

食材的，“霸王虾”具有如此强有力的口碑，老板一定有秘制法

门，又听说老板还曾经是“美的”成都市场部部长后，更对“霸王

虾”充满了好奇，于是成都商报记者决定亲身前往一探究竟。

第一次去朴·田，很是不好找：开在川音旁边不起眼的一条

小街上，招牌很小，门很隐蔽，但里边却别有洞天，让人惊艳的

汤底和蘸碟，宽敞如咖啡馆的沙发座位，美女俊男颇多……回

来发了微信朋友圈以后，综合评价度很高，这个空姐开的店，老

板很传奇，小店充满魅力。

朴·田刚刚开业一周年，但排队状况像是开了多年的老店，

周五到周日的中午场也能排

50

桌左右，如果电话预约，必须提

前两天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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