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线路精选

空调专列5月16日出发
13日畅游大西北

一路可游览“东方艺术”宝库莫高窟、鸣
沙山、沙漠第一泉月牙泉、玉门关、雅丹地貌
魔鬼城、吐鲁番葡萄沟、坎儿井、天山天池、那
拉提风景区、赛里木湖、七彩丹霞、沙坡头等。

行程亮点
1.空调专列升级，专列挂有餐车，游客

可自行点自己喜爱的餐食，更有机会可自行
选择当地丰富特色饮食。2.服务保证：全程
零自费，全程配专业领队、全陪导游、随队医
生保驾护航。

【主要景区】
敦煌：可观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敦煌

天然睡佛、国家级地质公园敦煌雅丹地貌魔鬼
城、“东方艺术宝库”莫高窟、以“山泉共处，沙水
共生”奇妙景观著称于世的鸣沙山、月牙泉。

吐鲁番：参观“火洲”中的绿洲葡萄沟；
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古代三
大文明工程的坎儿井。

赛里木湖：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
风光秀丽的高山湖泊，又是大西洋暖湿气流
最后眷顾的地方，因此有“大西洋最后一滴
眼泪”之称。赛里木湖古称“净海”，湖面海拔
2071米，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25公里。

七彩丹霞：被评为“奇险灵秀美如画
——中国最美的六处奇异地貌之一。

沙坡头：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为一
处，具西北风光之雄奇，兼江南景色之秀美。
在沙坡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
境得到了完美体现。

全省统一特惠价：
硬卧：上铺3180元/人 中铺3480元/人

下铺3780元/人；
软卧：上铺4180元/人 下铺4480元/人；
预计出行时间：5月16日

话说鸡年天气，玩的是电梯行情套路，
上一秒春暖花开，下一秒烈日炎炎，紧接着
又来个陡降十几度，直上直下的，让人受不
了。然而，大家都知道，挡是挡不住的，火热
的夏天很快就要来了，难怪很多喜欢旅游的
朋友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旅游地点来。

上周，买够网就特别给大家推荐了一款
非常舒适超值的定制产品——13日慢走细
品澳大利亚东海岸经典路线，南北贯穿整个
澳洲。这款产品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很多
朋友纷纷前来咨询报名。

想想看，当北半球骄阳似火，而地处南
半球的澳大利亚地却正是秋高气爽的美妙
日子，度假幸福指数可不是一般的高哦！这
条线路有神奇的酒杯湾、摇篮山、惠灵顿山、
皇家植物园、亚瑟港，还有美丽的绿岛大堡
礁，更有南半球最美的秋天！

发团时间是5月22日，5月5日截止报名，
由于是品质私家团，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
可要抓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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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旅游

神奇绝美的
塔斯马尼亚

世界著名度假胜地、最上镜城
市，随手一照便是电脑屏保！有“澳
大利亚的心脏”“澳洲最后一块净
土”“唯一没有污染过的土地”诸多
称号！塔斯马尼亚州（首府是霍巴
特）是澳大利亚唯一的岛州，与澳
洲主岛中间隔了一个巴斯海峡，呈
心形。从塔斯马尼亚再往南就是南
极了，这片与南极不相连的陆地也
被称作是“世界的尽头”。

塔斯马尼亚州的气候温和宜
人，号称“全世界气候最佳温带岛
屿”，四季分明，各有特色。酒杯湾、
摇篮山、惠灵顿山、皇家植物园、亚
瑟港等是塔斯马尼亚的著名景点。
塔斯马尼亚还有南半球最大的薰
衣草园，其壮观一点也不亚于普罗
旺斯。

在这里，您可以驻足古老的小
镇莎菲、罗斯和瑞奇蒙，看历史悠
久的古石桥；近距离接触各种澳洲
独有的有袋类动物，比如塔斯马尼
亚恶魔和鸭嘴兽等；品尝“吉百利”
巧克力、生蚝、鲍鱼等；一睹酒杯
湾、摇篮山、惠灵顿山、皇家植物
园、亚瑟港等的梦幻容颜。如此古
老而美丽的地方，自然使她成为世
界上最令人神往的目的地之一。

亲自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呼
吸着她的空气，感受着她的真实，
刷新您所有的记忆！

酒杯湾：位亍塔斯马尼亚州东
海岸，是世界十大最美丽的海湾之
一，是游泳、潜水、橡皮艇、划船、钓
鱼爱好者的天堂。

威灵顿山：是俯瞰最具英国特
色的霍巴特市区全景和远眺南极的
最佳位置。山下绿树成荫，花草茂
盛，山顶则是怪石嶙峋，景色神奇。

摇篮山：是塔斯马尼亚西北部
最有代表性的旅游点之一。这里的
高山起伏多变，冰雪融化流入低地
成为湖泊。漫步在原始森林，享受
多芬湖“潭面无风镜未磨”宁静似
画的美景。

入夏时节 约会南半球最美秋天
澳大利亚经典东海岸13日品质私家团5月22日出发，5月5日截止报名

1.川航直飞澳洲。
2.真正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无自费。
3.全程品质酒店，澳洲交通以飞机为主，

舒适航班。
4.悉尼海港游船，乘船畅游达令港。
5.纵贯澳洲南北：一次游遍悉尼、凯恩斯、墨

尔本、塔斯马尼亚，四地纵览，南北贯穿整个澳洲。
6.特别赠送：在塔斯马尼亚吃生蚝，真正

鲜美无比。

成都-墨尔本-霍巴特-朗塞斯顿-悉尼-凯
恩斯-墨尔本-成都

品质私家团
悉尼+墨尔本+凯恩斯+塔斯马尼亚13日极致悠游
尊享价：19800元/人
发团人数：10人起
出发时间：5月22日（5月5日报名截止）

报名送火锅
买够网各款旅游产品正在接受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报名成功者，每人送上一份价值29.8元的大龙燚随身火锅！
咨询、报名地址：1。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85号（省档案馆隔

壁），可以乘坐4、7、37、62、340路公交车抵达附近。自驾前往，有停车
位。2。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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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批健步鞋到货了
买够网生活馆有售

上个月，因销售火爆，很多市
民因为没有买到合适号码的双星
名人健步鞋而略感遗憾。昨日，买
够网生活馆店长高伟给大家带来
好消息，新一批双星名人健步鞋
已经到货，并且号码齐全，新老顾
客今日起可直接到花牌坊街185
号的买够网生活馆门店选购。

双星名人健步鞋不捂脚，穿上
后五个脚趾能自由活动，鞋口采用
魔术贴鞋带设计，穿脱方便。采用
特制双密度PU大底，吸盘式深槽，
像壁虎的爪子一样抓地有力，防滑
性好。采用新型鞋底材质，单只鞋
重量还不足3个鸡蛋重，穿在脚上
超级轻便。采用高弹性鞋底和鞋
垫，减震性极强。采用双层透气面
料，舒适透气，排汗快，不闷脚，抑
菌除臭。特卖价还是168元/双。

三天热卖上千套
线装国学经典特卖会本周继续
应市民要求，买够网协调供货商再调来1000套线装书，特卖价98元/套

““内容经典内容经典，，版版
本权威本权威，，校注可靠校注可靠，，
手感舒适手感舒适，，我有不我有不
一样的阅读体验一样的阅读体验。”。”

““没想到这么没想到这么
精美的线装国学经精美的线装国学经
典书籍典书籍，，价格这么价格这么
实惠实惠！”！”

古籍底本
买够网特卖的国学

线装书全部是国人值得
阅读和收藏的历代传统
国学经典，同时，出版社
组织了多位大学教授对
内容进行重新整理，底本
选择以上海古籍、商务印
书馆等权威版本做底本。

从内容、版本上力争
做到精准、权威。

名家点校
出版社聘请专家

组织编写，在内容上
严格进行三审三校工
作，对文中的图片、标
点、语句、注释、译文
等严格把关。可以说，
这些国学线装书从内
容到全书编校，从装
帧设计到印制工艺，
都非常出色。

宣纸线装
手工线装书，其

制作工艺复杂，费时
费力。正因为如此，
才更显珍贵。机制宣
纸采用特殊的防腐
技术，防蛀、防霉，能
久存于世。古式线装
书，工艺精美，典雅
大方，赏心悦目，便
于诵读、珍藏。

上周五，成都商报
买够网首次推出线装国
学经典书籍特卖会，古
香古色的线装书籍，亲
民实惠的特卖价格，吸
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花牌
坊街185号的买够网生
活馆选购。许多市民都
是一次性买好几套，甚
至还有读者购买了31套
线装国学经典，用他们
的话说，“这些线装国学
书籍，不仅有着浓厚典
雅的文化气息，而且还
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值
得买，值得收藏！”

“上周举办线装书
特卖会恰逢世界读书
日，买够网为回馈读者，
所售的线装书价格统统
为98元/套，3天特卖会
共售出上千套。”买够网
生活馆店长高伟说，特
卖会结束后，仍不断有
市民致电买够网或者亲
自到生活馆，希望继续
购买这些装帧精美的线
装国学经典书籍。鉴于
此，买够网与供货商紧
急 协 商 后 ，决 定 再 调
1000套线装国学经典书
籍到买够网生活馆进行
特卖，感兴趣的市民本
周可以继续前来选购。

（余兰）

温馨提示
扫扫二维码 也可购买线装书

为了方便更多人购买线装
国学经典，买够网除了在花牌坊
街185号的线下旗舰店举行特卖
会，线上也开通够买够渠道，你
只要扫描
本版二维
码就能直
达买够网
微信店的
购 买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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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撰
写的史学巨著，是“二十
四史”之首。
定价：298元
特卖价：98元

道德经全集
《道德经》对中国哲
学的发展有着深刻
的影响。
定价：298元
特价：98元

古文观止
历代中国散文总集，上
起先秦，下至明末，由清
代吴楚材、吴调侯编选。
定价：298元
特卖价：98元

三十六计
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
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
书于明清。
定价：299元
特价：98元

三希堂法帖
收录王羲之、王献之、欧
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等
历代名家传世佳作。
定价：298元
特卖价：98元

中华典故
典故是浓缩的历史，是
语言的精华。恰当地运
用典故，使语言更精辟。
定价：298元
特价：98元

芥子园画传
出版以来始终被世人推
崇。齐白石、潘天寿等名
家都以此为进修范本。
定价：299元
特卖价：98元

黄帝内经
在理论上建立中医
学上的“养生学说”
等，影响巨大。
定价：299元
特卖价：98元

智囊
明代冯梦龙著，收集历
代智慧故事1200则，
包括万象的智谋锦囊。
定价：298元
特卖价：98元

鲁迅全集
如果说英国文学不能没
有莎士比亚，那我们的
民族则不能没有鲁迅。
定价：298元
特卖价：98元

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的文韬武略、处
世哲学和官场秘经始
终为人们评说纷纭。
定价：299元
特卖价：98元

了凡四训
明朝袁了凡用毕生学
问和修养，为教育子
孙而做的传世名著。
定价：299元
特卖价：98元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