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一销售价】（指定双人
间需每人加300元人民币）

双飞6日：
内舱家庭房：4580元/人（售

罄）
海景家庭房：4880元/人
阳台家庭房：5180元/人
随机家庭套房：5480元/人
【速来报名】
◆成都商报报名咨询热

线：028-86513931、86781911
◆报名地址：成都锦江区

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8楼成

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仅工
作日上班时间）

◆或添加微信咨询详细
行程：fazai52099

◆成都出发微信公众号：
进入“成都出发”微信公众号，了
解详细行程。
（扫描版面二
维码关注参与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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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想上美国西点军校有多难？
让你家孩子上它的夏令营！

15天行程仅此一团：7月31日（限24人，适合10-17岁青少年）

问：这个夏令营是西点军校官方
办的吗？

答：是的。主办单位是西点官方
的培训机构，老师均为军校在职教师
或者毕业于西点军校的老师，培训地
点是距离西点军校15分钟车程的西
点培训基地，隶属于西点军校，校区
来往所用车辆均为西点校车，孩子所
穿的训练服也由西点军校提供。

问：孩子不会英语怎么办？
答：整个行程配有专业的领队随

团翻译，也会入住西点军营。除了领
导力课程是全英文教学、中文助教做
一些指导外，其他户外项目均配备中
文随时翻译。但请不要过度依赖翻
译，不要小看孩子们的语言学习能力
哦，这是锻炼口语的绝佳时机。

问：孩子们的行程跟平时大人们

的美国团行程有啥不一样？
答：常规美国旅游主要是围绕吃

住行游购娱来开展，更多的是观光，
娱乐、购物往往是行程的亮点。我们
的西点军校夏令营除了5个整天在
军校封闭式训练之外，其他行程是
以学习参观为主。行程中特别增加
了3所大学的深入参观以及加州科
技中心，格里菲斯天文台、斯坦普中
心，更具有教育意义的体验以及互
动学习。

问：跟其他暑期美国游学团想
比，有啥优势？

答：市面上几乎找不到同类型产
品可以深入西点军校训练营长达5
天，完全感受西点军校军事化管理以
及深入领导力课程的学习。可能会有
产品是2天左右的西点军校课程学

习，除了报到及结业典礼，孩子还没
有熟悉就已经结束了。更多的游学团
也就是注重“游”，一路参观过去，跟
父母自己带孩子过去区别不大。

问：此团家长无法随行，怎样保
障孩子安全？

答：我们配备贴心+安全的领队
服务。从你家孩子到了机场那刻开
始，我们就会有专业的领队全程陪
同，除了带领孩子们办理一切手续之
外也负责全程翻译。之后会跟随孩子
们入住军营，每10人配一个外籍教
官+老师，晚上自由活动时间会组织
孩子们跟家人通话或者视频等等，而
且每天都会微信群实时发送孩子的
情况。西点所有的军事化训练内容也
是根据学生自身情况进行课程设计，
在安全的情况下寓教于乐。

成都商报环球俱乐部为孩子们
打造的首个产品——美国东西海岸
15日西点军校领导力夏令营受到了
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上个周末，
我们也邀请到了曾任此夏令营带队
教官的Jeremy Hogan，为大家带来
一场特别的分享会。有关西点夏令
营的方方面面，Jeremy Hogan都为
大家做了解答。

西点军校号称“美国将军的摇
篮”，西点军校领导力夏令营营员将
在西点外教的指导下接受严格的军
事训练，参加箭术、绳索、定向越野、
野外生存、体验美军M。R。E餐、彩弹
球对抗夺旗、纸船漂浮等一系列炫酷
的课程，并体验西点50年的新生传统
——室外电影，5天的封闭训练结束
后，合格的营员将获得自己的结业证
书。在这一系列课程中，孩子收获的
是关于正直、勇敢、诚实、克制、耐心、
信心、协作、决策等无价之宝！

5天的封闭训练之外，我们为孩
子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旅行观光行
程，但是孩子的行程和平日里大人
们游玩的行程有很大区别。在旧金
山、洛杉矶、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这
几大城市，除了必去的金门大桥、林
肯纪念堂、华尔街这些经典场所外，
孩子们还将去到斯坦福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3所知名学府
以及格里菲斯天文台参观。硅谷也
是目的地之一，孩子们将走进英特
尔博物馆，感受现代科技气息。美国
所提倡的动手科学在加州科学中心
展现得淋漓尽致，展馆内没有一处
告示牌会提醒你“请勿靠近、请勿触
摸”，中心鼓励每个人用自己的双手
和自己的眼睛去见证因科学而产生
的奇妙事物。当然了，环球影城一定
是孩子们喜欢的地方，你可以在这
里找到自己喜欢的电影场景，前沿
的超逼真特效，包括360度屏幕3D
高清投影，将让你仿佛置身真实世
界。新开放的哈利波特魔法世界定
会让你震撼不已。

上周，由成都商报环球旅游
俱乐部、旅游百事通、歌诗达邮
轮联合推出的歌诗达大西洋号
整包船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
虽然这艘船的航期是9月初，但
是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争
取这“西南首包”有限的登船名
额，短短一个星期，大西洋号的
内舱家庭房已经售罄！为了答谢
早早报名本次行程的热心读者
和用户，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成
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报名阳
台家庭房的前20个家庭，将通过
抽奖的方式产生5个名额、免费
升舱到家庭套房！

歌诗达邮轮大西洋号，环游
世界86天的是她、环游太平洋绝
美海岛46天的是她，她是艺术之
船，船上那些来自意大利著名艺
术家的各类壁画、雕塑、艺术品
共计450余件，价值6000万人民
币！而这一次我们将让这艘船冠

名为“川渝定制”，为川渝两地的
客人量身打造，吃什么、玩什么、
怎么玩，全都充分考虑川渝特
色！整艘船上的客人都是咱们川
渝兄弟！除了船上本来就有的
吃、喝、玩、乐各种项目外，我们
将特别举办“海上千人广场舞邀
请赛”、“海上麻将‘雀神’比赛”、

“海上金婚/全家福主题摄影”、
等一系列创意活动。

近日，重庆武隆区在天生三
桥景区举行中央电视台《魅力中
国城》竞演启动仪式。来自全国
16省的80多个报名城市中筛选
出的首批32个竞演城市，武隆区
是重庆唯一入选城市。在启动仪
式上，武隆区区长卢红在悬空
280米的玻璃眺台上发起“魅力
之约、文明之旅”的倡议，她表
示，作为《魅力中国城》首批入选
城市，武隆将依托渝新欧起点、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与全国31
个兄弟城市一道，向全世界展示
和推介中国壮美的山河、悠久的
历史、灿烂的文化，为大家提供
更加优质的旅游服务。据悉，《魅
力中国城》栏目将于6月16日到
12月8日期间在央视二套财经频
道播出，最后由现场观察团、观
众与网友投票推选出“观众喜爱
的年度魅力旅游城市”。

（何筝）

9月包船歌诗达大西洋号
内舱房已售罄！

报名阳台家庭房的前20个家庭，将有5个免费升舱到家庭套房

【 美 国 西 点 军 校 领 导 力 夏 令 营 热 点 问 题 】

即时播报
武隆入选央视《魅力中国城》

报名咨询热线：

028-86513931
8678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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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武隆

天生三桥

去武隆邂逅美好五月天
端午出游时下，满城粽香，

家家户户都在迎接端
午的到来，是啊，再过
几天就是端午节，这可
是上半年最后一个小
长假，是该好好珍惜、
好好计划一下。

“仲夏端午。端者，
初也。”端午标志着仲
夏的开始，因为夏季气
温上升、是疾病多发的
季节，很多端午习俗都
是人们为了保健强身
而形成并逐渐演化而
来，比如在家门口挂艾
草与菖蒲、比如佩戴香
包、饮雄黄酒、戴五色
线、放风筝等等，以达
到驱病、防蚊、辟邪等
目的。

这个节日延续到
现在，外出旅行也成了
一种时尚。人们希望找
一个地方，既能玩得尽
兴，又能感受到传统节
日的魅力，而且离成都
不远正合适 3 天小长
假，那重庆武隆真的是
再合适不过了。

仲夏/青春
武隆上演“祈福大片”

如果将一年四季比作人生，那么
仲夏正是青春时期，年轻的姑娘小伙，
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强大的生命力，
美好无限。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
5A级景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
武隆，更是用自己明快的青春力量，向
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欢乐的美
好五月天。

说起武隆，人们并不陌生，她凭借
震撼的自然奇观已经吸引了包括《满
城尽带黄金甲》、《变形金刚4》、《爸爸
去哪儿2》，以及今年很火的《我们十七
岁》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影版均
到此取景。仲夏时节，仙女山、天生三
桥、龙水峡地缝、芙蓉洞、芙蓉江这五
大景点更是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诠释着
青春，无一不被游客称奇、称赞。

端午节到武隆又将有什么惊喜

呢？一部“祈福大片”正在紧锣密鼓地
准备中。5月28日~30日，仙女山冰雪
城将为大家带来端午祈福、包粽子大
赛、打糍粑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端午祈福仪式将于5月29日下午
14：00开始，届时，40名身着汉服的工
作人员将临水吟诗，现场游客亦可加
入祈福队伍，净手、燃香、跪拜、读祝
……祈福仪式严格按照传统流程进
行，你将会深刻感受到现场的庄严肃
穆，不自觉地生起民族自豪感。

吃粽子是少不了的重要环节，端
午小长假期间，游客们不仅可以在仙
女山冰雪城广场前免费品尝具有高
山特色的粽子、糍粑，还可以现场学
习如何包粽子、打糍粑，包好的粽子
可以免费带回家跟家人分享（每人限
领2个，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同时，
景区还将分时段举办多场“粽王争
霸”包粽子大赛，获胜的游客将获得
由景区提供的价值120元的仙女山冰
雪城滑雪票1张。

大开眼界
国际风筝季亮相武隆

端午节本就有放风筝的传统，如果你
去武隆过端午，那么恭喜你，你将在那里
观赏到国际级风筝赛事！不光有展现中国
传统文化的福禄吉祥、双童庆寿等风筝，
还有萌宠的哆啦A梦、葫芦娃风筝，造型夸
张的各种动物风筝，如蝴蝶、蜻蜓、五彩热
带鱼、瓢虫等等，足足1000米的风筝长廊
将让你目接不暇。

2017仙女山国际风筝季自五一小长
假开幕以来，已经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
很多人都一睹了“天上跑火车”的“旷世奇
观”。趁着国际风筝季会持续到6月，不如
就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带上父母、带上孩
子，或者约上爱人、约上三五好友，去仙女
山好好参与一把这风筝界的国际盛会。

你既可以看看高手是怎么放风筝的，
也可以自己动手体验。当你亲手将风筝放
飞，心情也随之翱翔于蓝天。

◆仙女山景区被誉为“落在
凡间的伊甸园”，这个时节的仙女
山气候宜人、风光独好。清晨阳光
穿过迷雾，洒在茫茫草原上，如同
仙境般变幻莫测；万亩高山草原
上随处可见羊儿成群、马儿奔腾；
欧式复古观光小火车穿梭在仙女
山大草原上……满眼绿色，让人
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在仙女山天
然氧吧中尽情呼吸新鲜空气，在
大草原上奔跑、骑马、射箭、滑草、
放风筝，趣味无穷！

◆天生三桥以三桥夹两坑
称奇于世，泉瀑与丛林掩映生
趣，300余米天坑雄奇险峻。这里
山是一座桥，桥是一座山，三山
生三桥，三桥夹两坑，桥坑相连，
桥洞相生。众多影视剧选择在这
里取景，难道你不想亲眼去瞧瞧
它是多么的奇妙与壮观？！

◆据说，在龙水峡地缝景区
可以探听到地球心跳！景区地貌
形如其名，就像地球裂开的一道
深邃缝隙，谷底最窄处仅一米，
最宽处也不足十米，缝口与谷底
之间高差达350余米。漫游其间，

随处可见的绿树荫荫、芳草萋
萋、瀑布连连，似乎处处峡谷幽
深不见路，然而总是柳暗花明又
一村……

◆芙蓉洞景区经过升级改
造，5月更以全新姿态重新亮相，
洞内沉积物种类齐全，形态万
千，时有大气宏伟，时候精致入
微。巨幕飞瀑、珊瑚瑶池、生命之
源、石花之王、犬牙晶花等奇幻
密境让人浮想联翩、流连忘返。

◆芙蓉江景区被称为“水上
喀斯特森林”，景区内峡谷众多、
风景秀丽，芙蓉仙女峰、玉兔峰、
龟兔峰、伟人峰，峰峰各异；盘古
峡、天门峡、珠子峡，峡峡不同；水
面上野鸭、鸳鸯、白鹭起舞，丛林
间猕猴、黑叶猴、狸猫飞跃……

◆“印象·武隆”实景歌会也
是不容错过的一大项目。它以

“川江号子”为主题，以真山、真
水为舞台背景，以当地老百姓生
产生活、民风民俗、历史人文和
美丽传说为素材，再现了巴渝地
区独特的“号子”文化。亦真亦幻
的灯光效果让人叹为观止。

交通：从成都出发，自驾二、
三日游均可，成安渝高速——重
庆内/外环——渝湘高速——在
武隆下道，全程高速400km直达。

吃：特色烧烤、羊肉汤锅、仙
女山烤羊、江口镇的全兴江口
鱼、仙女镇“纯绿乡”的风味餐。

推荐住宿：武隆县城、仙女山
镇和仙女山景区内都有各式各样
的住宿，建议住在仙女山镇。

景区官网：www.wlkst.com
微信公众号：爱 游 武 隆

（wlly_517）广告 （何筝）

旅游小贴士

推荐景点

仙女山

芙蓉洞

景区咨询：028-852936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