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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29日，NBA球迷日来
到成都，在凯德天府拉开为期9天的
1VS1限时对抗赛，高度还原了NBA经
典扣篮瞬间，让每一个在现场的球迷
都能化身MVP，体验扣篮的激情。为
了配合NBA的篮球气氛，在NBA球迷
日的活动现场，小飞侠美语篮球俱乐
部为到场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带来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美语篮球课程。

在活动现场，东风日产将旗下全
车系的精品车模进行了橱窗陈列展
示。此外，现场更有迈克尔·乔丹、勒布
朗·詹姆斯等球星签名球衣、签名篮球
等珍贵纪念品。主会场中，还可看到被
誉为“篮球圣殿最高荣誉”的NBA总
决赛奖杯——“拉里·奥布莱恩杯”。10
月28日当天，成都本地高水平业余篮
球队还为广大爱好者带来了一场3V3
篮球表演赛。

作为布局YOUNG NISSAN品牌

年轻化战略的重要一环，NBA是健
康、激情、力量的代表，东风日产希望
能够借助NBA更好地诠释日产品牌
所具有的“激情、挑战、自信”的形象，
传递出YOUNG NISSAN年轻的态度
与活力，将“持之以恒，追求卓越”的品
牌精神与体育赛事相融合，力求为消
费者打造更加年轻、更富创造力的产
品和服务。

早在2015年，东风日产与NBA正
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东风日产正式
以NBA中国官方汽车合作伙伴的身
份，在此后3年里，围绕汽车与篮球文
化推广、品牌与市场营销活动、球迷与
车主福利、慈善公益等领域，携手
NBA这一国际知名的顶级赛事品牌，
开展一系列联合行动。更让车主们体
验了高端生活方式的品牌文化，优先
享有体验NBA系列高端活动的机遇，
让东风日产的车主和广大的篮球爱好

者都感受到了东风日产的年轻不妥协
和一切以人为本的产品理念。

除了在现场体验NBA的感觉外，
现场的小小篮球训练营活动，也受到
了周围球迷的关注。在外教的带领下，
小朋友们和家长一起学习控球、传球
等基本的篮球动作，现场一片欢声笑
语。孩子们和家长们一起互动，既锻炼
了英语，又体验了篮球的快乐。

小飞侠美语篮球俱乐部坚持提倡
“家庭运动”的理念，运动不只是你的
事，我的事，而是全家人一起动起来的
大事。小朋友参与体育运动，更需要爸
爸妈妈的参与与鼓励！青少年儿童的
篮球运动，不只是赛场上的叱咤风云，
更是快乐运动理念的传递。针对学龄
前儿童，小飞侠在篮球教学中将游戏
和篮球相结合，让小朋友们在快乐的
游戏中感受篮球的乐趣。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作为南方城市的成都，冬季极少
下雪，但大家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却
年年高涨。每到雪季，周边的西岭雪
山、九鼎山等滑雪场都是人满为患，市
内的真冰滑冰场同样参与人数众多，
冰雪运动远比大家想象中受欢迎。

作为本次赛事的支持单位，四川
滑雪运动委员会于今年9月正式成立，
该机构的出现对于推动四川冰雪运动
发展或将起到积极作用。本次赛事，该
委 员 会 下 属 会 员 单 位 KU&FUN
PARK和Crossfit Tianfu（CFTF）深度
参与，设置挑战点位，旨在推广滑雪运
动和Crossfit等新颖时尚的运动形式。

据四川滑雪运动委员会会长廖怡
介绍，目前全省约有1000名常年参加
滑雪运动的资深爱好者，但去年共有
50万人次进入滑雪场，这表明四川有
着巨大的滑雪运动潜力。但四川由于
气候原因很少见到冰雪，冰雪运动并
未形成系统。虽然近年来各地出现了
不少滑雪场，但大多属于玩耍性质，基
本没有专业正规的训练。新成立的四
川滑雪运动委员会拥有20多位具备国
际、国内资质认证的专业滑雪教练，能
为滑雪爱好者提供成体系的培训。

更重要的是，该委员会已经与捷
克、加拿大、日本、瑞士、伊朗等多个国
家相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国内也与
多个专业滑雪场签约，可以让四川爱
好者享受到最好的滑雪体验和培训。
廖怡称，滑雪运动委员会的诞生将为
更多潜在爱好者铺设参与滑雪运动的
平台，只要有更多人投入专业训练，四
川成为冰雪运动强省并非不可能。

与爱同行穿越成都大街小巷
纯悦2017成都城市定向赛本周日开跑

■ 时间：11月12日，8：30~17：00
■ 主办单位：成都商报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金牛区

文旅体广新局
■ 协办单位：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四川）有限公司
■ 冠名赞助商：冰露·纯悦
■ 战略合作伙伴：赛客、体育保、四川省大众体育

联合会
■ 赞助商：蜜丝卡伦美甲美睫连锁、统一汤达人
■ 合作公益组织：浩途家庭俱乐部
■ 支持单位：跑途、劲浪体育、卡丁熊猫、车王认证

二手车超市、Crossfit Tianfu（CFTF）、KU&FUN PARK、
永立·星城都、伯尼健身、四川滑雪运动委员会、密苑云
顶乐园、Dr.Sport运动医生

■ 比赛点位：可口可乐世界·成都、高威体育公园、
春熙路劲浪体育金开运动城、晶融汇、339电视塔、红牌
楼 车 王 认 证 二 手 车 超 市 、Crossfit Tianfu（CFTF）、
KU&FUN PARK、永立·星城都、天府广场伯尼健身

冰露·纯悦作为可口可乐旗下高
品质包装饮用水品牌，自诞生以来，一
直秉承可口可乐公司产品的高品质标
准，力求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保证每
一滴水的纯净、安全与放心。

自2016年起，纯悦就已加入奥林
匹克全球合作伙伴的行列，并先后成
为中国国家游泳队的信赖之选、中
国排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合作伙伴，
以高品质饮用水为世界各大赛事保
驾护航。

滴滴纯悦，满满信任。清冽的口
感，合理的配方使纯悦连续两年获得
了被媒体誉为食品饮料界“米其林指
南”的iTQi（国际风味暨品质评鉴所）

“卓越口感奖章”。
同时，作为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

首款具备社会公益属性的包装饮用水
品牌，冰露·纯悦持续积极参与各种公
益活动。为了帮助更多偏远地区的乡
村孩子喝上干净的水，冰露·纯悦在
2014年推出了“净水 让改变开始”公
益项目，消费者每购买一瓶冰露·纯悦
矿物质水，冰露·纯悦品牌将捐一分钱
至壹基金“净水计划”，为迫切需要帮
助的乡村学校安装符合安全饮用水标
准的净水设备。截止目前，已累积向壹
基金“净水计划”捐款超过140万元。未
来，冰露·纯悦将继续努力，做满满正
能量的行动派。

NBA球迷日活成都站收官
小小篮球训练营现场助阵

冰露·纯悦为赛事护航

四川滑雪运动委员会助力
让你在市区体验滑雪感觉

此次纯悦2017成都城市定
向赛为跑友们精心准备了各种
福利，让大家在肆意奔跑之余，
还能收获惊喜。

丰厚的装备包里为爱美的
女性朋友准备了由蜜丝卡伦美
甲美睫连锁提供的价值1930元
的代金券礼包一套/队，其中包
括：1.价值280元清洁套餐“冰
肌娃娃”和价值380元补水套
餐“水肌娃娃”二选一；2.价
值200元美容代金券一张；3.价
值50元美甲代金券一张；4.价
值200元美睫代金券一张；5.价
值1200元韩式半永久代金券
一张。

此外，装备包里还有3盒
由统一提供的汤达人方便面、
3张极速熊猫卡丁车馆8.5折优
惠券以及3块H&G水盈蜜桃酵
素皂。

奖牌方面，本次成都城市
定向赛的奖牌，集合了熊猫元
素、城市地标元素以及水滴/坐
标元素。成都是熊猫之乡，“水
滴+熊猫”组合形成奖牌的主
体形状，同时加以天府立交、电
视塔等成都地标建筑，凸显本
次定向赛将集合全城地标资源
盛大开启。在文字部分，以水润
蓝、纯悦紫、中国红三种色彩渲
染出热烈的赛事氛围，银色金
属材质彰显出不凡质感。

定向赛作为一项团队赛
事，夺冠需要相互配合，相互鼓
励，想要从333支队伍中脱颖而
出并不容易，获得前三名的队
伍可分别获得2000元、1000元
和500元的现金奖励。

当然，没有得到前三名的
朋友同样有机会得到奖品，只
要完赛，即有机会在现场抽取
价值899元的运动背包。而在部
分点位，完成特定挑战目标后，
还有机会获得额外奖品（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

此外，每名选手都将获得
由Dr.Sport运动医生提供的价
值388元的运动机能检测评估
券，对身体进行全方位体测。

成都城市定向赛，当然少不了那
些地标性的地点，此次赛事的点位中
就有春熙路、339电视塔等大家熟悉
的地方。而与其他赛事不同的是，此次
定向赛的点位中，还加入了不少成都
时尚运动新坐标。

此次定向赛其中一个点位，是继
美国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总部以及
中国上海之外的第三个“可口可乐世
界”——位于新都的“可口可乐世界·
成都”。可口可乐一直以来都是世界
大赛的主要赞助商，与体育有着不解
之缘。“可口可乐世界·成都”主要由
欢迎大厅、参观走廊、生产线、视听室
及博物馆五个区域构成，各区域内的
观影设备，皆通过讲解员手中的iPad
进行控制。

KU&FUN PARK，在一座仓库式
建筑内，有滑雪、蹦床、攀岩等多项时
尚 运 动 。此 外 ，Crossfit·Tianfu
（CFTF）也是此次赛事的一个点位，
这是中国内陆首家官方授权CrossFit
训练中心，堪称热爱运动人士的天堂。

高威体育公园同样是成都人民热

爱的运动场所。这里是成都目前最大
的开放式露天体育公园，公园占地宽
阔，功能多样，设施齐备，有适合大众
活动的标准单车骑行道、小型篮球场，
其他可自行活动的场所较多，还可自
带羽毛球、旱冰鞋前往。

本次赛事共有10个任务点，每个
任务点都有各自的特点。选手们必须
注意配合，在享受团队合作快乐的同
时，既能体验一些新颖的运动方式，比
如平衡扁带、双板滑雪模拟器；也能尝
试一些传统的体育游戏，比如投壶。

此次赛事全程8小时30分，比赛
时间为11月12日8：30~17：00。参赛队
伍务必于当天17：00前到达终点签到
处签到，否则原则上视为该参赛队伍
成绩无效，不予排名。比赛全程不限制
交通方式，但鼓励绿色、低碳出行。

比赛按照队伍完赛时间排名。选
手按赛事规则完成全程所有点位的所
有任务，经任务点裁判判定通关后获
得通关印章。集齐所有通关印章后，
全队3名队员返回终点签到处，进行
打卡计时。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陪伴非常重要，而所
有的说教都不如以身作则。要想孩子养成阳光开朗的性
格，周末就要带孩子走出家门，一起运动，在亲子活动中
进行言传身教。纯悦2017成都城市定向赛携手公益组织
浩途家庭俱乐部，关注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问题，既让
家长享受和孩子一起的运动时光，也为大家答疑解惑。

与此次赛事携手的公益组织浩途家庭俱乐部，创建
于2006年8月18日，是支持父母自助成长的会员制非盈
利公益组织。11年来已经支持了成千的父母们绽放自己
的生命、成就孩子的幸福。在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包
头等地以及线上，建有20余个分部。俱乐部采用沙龙共
修的形式自助成长，借助心理学中的叙事疗法等多种方
法，帮助父母将更多教育理论从知道到做到，以达到“让
我们的孩子成熟、自由、绽放于爱与善良之中，让家成为
温暖、和谐、充满爱的归宿”的愿景。

活动当天，现场将有浩途俱乐部公益项目介绍，同
时还有亲子关系、孩子成长、家庭教育等相关问题现场
咨询，并且可以现场报名参加俱乐部的公益沙龙。此外，
浩途家庭俱乐部还将为参赛者提供后续服务：两次免费
父母沙龙机会以及浩途俱乐部每个月免费公益讲座。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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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点位
体验趣味体育活动

燃爆 这 个 冬 季这 个 冬 季

大福利
现金+实物
等你抢

颗爱心
牵手公益关注亲子关系

在周末的大好时光里，与家人、小伙伴们一起，穿梭于成都的大街小巷，标志性建筑，积极打卡，既
锻炼身体，又能赢取奖金，这样一场为成都跑友们量身定制的赛事，本周日就将举行。

11月12日上午8时30分，由333支队伍组成的999名选手，将从成都市金牛体育中心出发，开启纯
悦2017成都城市定向赛的征途。

纯悦2017成都城市定向赛点位示意图

NBA球迷日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