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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滑雪季来临，西岭雪山都会成
为成都及周边游客滑雪首选之地。而
随着春节旅游大假的来临，西岭雪山
滑雪场景区又将迎来一次“大考”。记
者昨日获悉，西岭已悄悄地发生着一
系列变化，为迎接“大考”作足了准备。

●暖心
新设5处饮用热水供应点

为方便游客在景区随时可以喝上
热水解渴驱寒，西岭雪山滑雪场景区
入冬以来特意设立了五个饮用热水供
应点，在景区营业时间内不间断地向
游客免费供应饮用热水。这5 个热水
供应点分别位于：山门游客接待中心、
鸳鸯池索道上站、日月坪索道下站、日
月坪索道上站广场和滑雪大厅内，供
水点自设立以来为游客提供了实实在
在的方便，得到了游客的广泛好评。

同时，景区还在游客较集中的映
雪广场上设立了可容纳两百多人的休
息区，供在此排队或逗留的游客避寒
和休息。景区各酒店大堂以及警务服
务室还为游客准备了免费租用的雨
伞，方便大家应对山中雨雪天气。

●贴心
增加百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入冬以来，西岭雪山游客人数不
断攀升，在春节假期间将高达到高峰。
为了做好安全和服务工作，西岭雪山
滑雪场景区提前绸缪，在原有基础上
增派了百余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许
多非一线的工作人员也冒着严寒来到
公共场所充当临时志愿者，随时随地
为游客提供帮助和服务，让游客们感
受到了贴心温暖的优质服务。

●舒心
美食街和红旗超市开进景区

一直以来，“景区的东西贵饭难
吃”似乎已经成了游客的共识，但这些

“成见”都在西岭雪山被颠覆了。走在
映雪湖畔，担担面、砂锅米线、肥肠粉、
卤肉饭、东北水饺、羊肉泡馍等各色名
小吃琳琅满目，茶餐厅、咖啡馆穿插其
间。到了用餐时间，美食一条街热闹非
凡，不同口味的食客都能找到对胃的
食物，而从大家用餐时满意的表情可

以看出：味道还真不错！据了解，美食
一条街上的各种小吃餐点售价从 10
元到 30 元不等，人均消费在 20 元左
右，可谓好吃不贵。

●用心
从细微入手提升游客体验感

西岭雪山滑雪场景区从细微之
处入手，带给游客全方位无死角、春
风化雨体贴入微的优质服务，打造出
和谐、文明、温馨、舒适的旅游环境，
从而大大提升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景
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游客体验感的
好坏决定着景区能否持续良性发展。
西岭雪山不论是售卖平价商品、平价
美食这些让利于游客的举措，还是开
放夜间滑雪场、增加雪上游乐项目、
提供更周到更优质的服务，最终目的
都是让游客有越来越好的旅游体验，
让西岭雪山成为令游客舒心又开心
的休闲度假胜地。”

旧金山：
狗狗着唐装 机场来拜年

大年初一（2 月 16 日）上午 9 时
至下午3时，旧金山国际机场“摇尾
巴小队”的狗狗们会穿上喜气洋洋
的唐装，与旅客共庆佳节，并接受爱
抚，合影留念。旅客们还会收到红包
贺礼、金币巧克力等春节礼物（国际
出发大厅 6号至7号票台之间）。摇
尾巴小队的宠萌大使们还会在国际
到达大厅巡游，向抵达旧金山的中
国旅客们拜年。

旧金山中国新年游行将于2月
24 日举行，这可能是全美最大的农
历新年庆典活动，也是北美地区为
数不多的夜间游行之一。华丽的花
车、传统的服饰、生动的舞狮表演、
热闹的鞭炮声，与大家共同庆祝农
历新年的到来。

曼谷：
中泰文化交流演出丰富多彩

为庆祝 2018 狗年春节，泰国国
家旅游局联合中国驻泰大使馆、中
国文化部于2018年2月13-23日起
举办全国性的庆祝活动。2 月 15 日

曼谷中国文化中心将举行新年祝福
仪式；2 月 16 日曼谷唐人街中国春
节庆祝活动盛大开幕，来自中国福
建、海南、内蒙古、山东、黑龙江、浙
江、湖南、山西和湖北等省市的 135
名演艺人员将为大家带来中泰文化
交流演出，包括中国京剧，传统武
术、杂技表演和中国木偶戏等。演出
将巡回至清迈、乌隆府、宋卡（合艾）
和普吉。活动期间还有中国著名厨
师为大家打造中国美味佳肴，泰国
当地居民和国际游客们都可以享受
美食文化。

伦敦：
节日游行好盛大

2 月 18 日，英国首都伦敦将举
行盛大的节日游行，人们穿着五
颜六色的节日服装，一路载歌载
舞穿过西区，然后前往特拉法加
广场。人们可以观看到精彩的舞
台表演、舞蹈团演出、杂技、舞龙
和飞狮舞，以及歌剧、武术表演，
还有一系列盛大的焰火表演。唐
人街很多餐馆和小吃摊提供各类
中国传统美食，春节期间一定不
会让你失望。

另外，杜伦、曼彻斯特、威尔特
郡、怀特岛、爱丁堡等都将举行盛大
的春节庆祝活动，例如 2 月 22 日晚
举行的“2018 年爱丁堡中国新春音
乐会”，来自中国的传统音乐家和西
方古典音乐家将联手为大家呈现多
种形式的音乐表演。

都柏林：
红红火火迎春节

都柏林中国新年庆典是爱尔兰
最大的中国春节庆祝活动，从 2018
年2月16日开始将在切斯特贝蒂图
书馆、健力士黑啤酒厂、都柏林会
议中心等地带来超过 20 个精彩纷
呈的活动，到处都是红红火火的画
面，为都柏林营造出一个有特色的
中国新年。

今年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将倾
情呈现2018春节联欢晚会。无论你
是迷恋少林功夫还是热衷于中国的
传统歌舞，这场晚会都不容错过。晚
会增添了艺术多样性，将为大家带
来嵩山少林寺武僧的功夫表演。春
节联欢晚会将于2月16日晚7：30在
都柏林会议中心举行。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春节黄金周
西岭为“大考”做足准备

浪漫灯会炫彩西岭：

作为 2018 成都国际熊猫
灯会的分会场，西岭雪山在开
启2018炫彩夜滑季的同时，精
心为游客呈上一组组美轮美奂
的灯盏，让游客们提前感受熊
猫灯会的璀璨与梦幻。
赏灯玩夜滑：

西岭雪山滑雪场夜场开放
时间为每晚的 19：00—21：00。
同时，针对夜滑游客，特别推出
的西岭雪山炫彩夜滑季套票只
需198元/场，每场2个小时。但
除夕当天夜滑项目停止。

除夕优惠套餐：

山地酒店除夕夜套餐298
元含门票一张，鸳鸯池索道一
张，酒店住宿一床位一早餐，日
月坪索道往返或滑雪不限时二
选一，赠送蛇形雪橇一次。

映雪酒店除夕夜套餐528
元含门票一张，鸳鸯池索道一
张，酒店住宿一床位一早餐一
晚餐，日月坪索道往返或滑雪
不限时二选一，赠送蛇形雪橇
一次。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西岭雪山美食街

春 节 系 列 活 动春 节 系 列 活 动

成都国际熊猫灯会西岭雪山分会场 好喜庆
全世界都流行过春节啦！

春节的影响力真是
大，不光是咱们自己，越
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也开
始加入到庆祝中国新年
的行列。放眼全球，各地
的唐人街、中国城一定
是欢度春节的集中地，
购物中心也专门推出春
节优惠活动，甚至一些
写字楼、公寓也张灯结
彩贴起了春联……所以
不管你今年春节是在老
家过年还是出境旅游过
年，都能收获满满的
“年”味儿！

陆地上最大哺乳动物化石
骨骼完整度达90%以上

这个大型的巨犀化石订单源于
2014年的8月，彼时，天演博物馆尚
未成立，整支技术团队以公司形式
存在。在此之前，民营的天演博物馆
虽然修复过恐龙等爬行动物，但是
修复如此大型的巨犀还是第一次。

王小兵介绍，后来装架的数据
显示，该巨犀化石体长8.8米，高4.2
米，宽2米。发掘时测量数据与装架
数据误差不超过三四十厘米。该巨
犀于2008年春在宁夏灵武县发现，
历史在距今2000万年以上。

“考古生物专家推测，这头巨犀
是在黄河边上喝水，因为体重太大
不小心陷入淤泥而死。”王小兵说，
该巨犀生前重达20多吨，正因为此，
巨犀化石免于地质运动的冲击，其
姿态保存比较完整，化石骨骼完整
度高达90%。

自贡恐龙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彭光照介绍，化石骨骼完整度达到

90%以上是比较完整的，从巨犀体型
来看，虽然无法肯定是否是目前发掘
最大的巨犀，但是体型确实巨大。

“虽然以前没有做过，接到这样
的订单我们还是兴奋。”王小兵说，
如果能够修复成功，对整个巨犀研
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巨犀是亚洲大陆土生和
特有的犀类，是陆地上发现的最大哺
乳动物。该具化石对研究巨犀的起源、
演化、分类以及新生代地层有着十分
重要的研究意义，在哺乳动物系列化
石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科普意义。

100多块化石板“重组”
最难的是剔除头部砂岩

彭光照告诉记者，因为巨犀化
石比恐龙化石更加疏松易碎，即便
骨骼完整度达到了 90%，修复依然
困难。2月10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崇
州经济开发区的天演博物馆看到，
呈现在面前的是一副装架完好的巨
犀化石骨架，骨骼完整，体型巨大。

这些化石最初抵达天演博物馆
时，是100多块化石板，化石板即巨
犀化石嵌入在砂岩中，博物馆要做
的是先根据巨犀的资料出具修复方
案，再将骨架从砂岩中剥离出来，然
后根据骨架数据复原缺失部分，最
后组装完整骨架。“说起来容易做起
来可不简单，光出方案我们就花了
两三个月。”王小兵说，由天演博物
馆五六位技术人员组成巨犀修复小
组，古生物学家董枝明担任技术顾
问，加上查询巨犀的资料，修复方案
历时三个月完成。

由于新生代地层的原因，化石非
常疏松易碎，在修理前需要用科学配
比的专用胶及化学试剂调和成加固
胶对化石进行加固。残缺部分，则要
根据科学数据及专家指导进行模型
科学复原。最难的是从砂岩中剥离骨
架，尤其是头部缝隙较多，一不留神气
容易伤及骨骼表层，必须使用手工剔
针，像挑刺一般，一点点地剔除出来。

“光巨犀头部剔除砂岩，两个人
每天不停，历时1年才完成。”王小兵

说。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巨犀头部另
外放置在地下，已经呈镂空状。

这具巨犀骨骼完整达到 90%，
缺失部位有右腿骨、后脚趾以及20
根肋骨，脚趾和肋骨复原都较为容
易，唯有右腿骨最难。“除了复原形
状之外，还要复原骨头的软组织，做
到‘有血有肉’，才看起来与真的一
模一样。”王小兵说，复原材料采用
的是饱和树脂，根据左腿骨、背椎、
脊椎等部位数据来复原。

2月6日，技术人员历时三年修
复的大型巨犀装架完成。王小兵说，
修复巨犀耗费150万元。装架完毕，
标志整个修复完成。目前，修复完成
的大型巨犀化石存放在博物馆，等
待武汉长江文明馆的验收。

“验收完成之后，我们拆完运回
去，再组装成现在这个样子。”王小
兵说，这尊巨犀将拆解成200多块骨
骼分装运输回武汉。在运回武汉之
前，市民可于年初八之后到3月底免
费参观。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张直 摄影报道

20多年了，廖顺元家只有2018年
的这个春节过得如此幸福，因为被拐
失踪 24 年的儿子廖东东（现名陈国
森），终于在2月7日晚回家了。

廖顺元是广安华蓥市双河街道办
事处杜家坪社区的人。1994 年，他和
妻子在贵阳带着 4 岁的儿子做生意
时，儿子被人拐走，那一天刚好是他
30岁生日。事后证明，东东被拐之后，
被人贩子卖给了福建泉州一个家庭。

几年前，在养父母和妻子的支持
下，陈国森开始登记寻找自己的亲生
父母。几天前，他在养母的陪伴下，一
起踏上了“回家”之路。

父母忙着做生意
他和玩伴被人拐走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老家在广安
华蓥的廖顺元夫妇带着儿子东东在贵
阳做生意。廖顺元没想到，就在 1994
年春节，时年 4 岁的儿子东东竟然被
人拐走了。

在东东后来的记忆中，当天被拐
的细节是：父母忙着做生意，自己在玩
耍时，一名女子过来，以“带两个小家
伙吃东西”为由将孩子拐走。那一天，
刚好是父亲廖顺元 30 岁生日。东东
丢失后，廖顺元夫妇觉得天都要塌了，
丢下生意，跑遍了贵阳的每一处角落，
还辗转广东、福建、上海、北京等多地
寻找。母亲匡尚超说，过去20多年，常
在梦中梦见儿子，每次醒来，都是泪流
满面。

DNA比对成功
找到四川的亲生父母

事后证明，东东在几经辗转之后，
最终在福建泉州的一个家庭里定居下
来。与东东一起回乡认亲的养母吴爱
兰介绍，当时她和丈夫在外面打工，人
贩子将孩子带到了他们家，问他们家
要孩子不，公婆见孩子聪明伶俐便买
下东东。之后，东东改名叫陈国森。据
悉，吴爱兰夫妻俩没有儿子，一直将东
东视为己出。在他长大后，也如实告知
了他的身世。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女儿出
生自己当了爸爸后，我想找到亲生父母
的愿望更强烈了。”陈国森说，自己的想

法也得到家人的支持，在养父母和妻
子的鼓励下，他于2016年前往辖区乡
镇派出所采集了血样。另一边，东东的
亲生父母也专程到当年丢失孩子所在
的贵阳公安机关采集了血样。陈国森
说，1月3日突然接到志愿者打来的电
话，称已经找到亲生父母了。20多年的
愿望终于成真时，他一直不敢相信这
是真的。陈国森随后和远在四川的亲
生父母进行视频通话，听到妈妈一声

“儿子”的呼唤时，他哽咽地答应了，视
频两端，母子都激动得痛哭流涕。

生父母和养父母
都是最重要的人

2月7日，陈国森在养母的陪同下
踏上“回家”之路，那里有他24年来魂
牵梦萦的亲生父母和家人。

“生父母和养父母都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陈国森说，他会把两边
父母都当成自己的至亲，孝敬他们，有
机会也会带上父母他们到福建去，看
看他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看看一直
把他当亲生儿子的养父，以及还没有
谋面的媳妇。

匡尚超夫妇表示，这些年来，养父
母对儿子照顾有加。当初孩子也不是
被对方拐走的，现在儿子回来了，不会
追究对方责任。

四川信和信律师事务所陈素芳表
示，养父母家人当年花钱买下陈国森
的行为涉嫌犯罪，如今 20 多年过去
了，过了追诉期。四川助民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廖丹表示，根据《刑法》相关
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
被买者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
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
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
责任。 周松林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历时三年
大型巨犀化石在蓉修复成功

大年初八到3月底运回武汉之前可免费参观

广安小伙24年后成功寻亲
“生父母和养父母，

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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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湖北武汉长江文明
馆巨犀化石在成都崇州天演博
物馆全部修复装架完成，整个修
复过程历时3年，花费150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该化
石骨骼含量高达90%，装架体长
8.8米，高4.2米，宽2米，据天演博
物馆馆长王小兵介绍，这具化石
是迄今为止有记载的完整度最
高的大型巨犀化石骨架，生前巨
犀预计有20多吨重。目前，组装
完成的巨犀依然存放在天演博
物馆，在节后初八上班到3月底
运回武汉之前，可免费参观。

泰国春节

旧金山春节
机场“摇尾巴小队”抚慰犬穿唐装

英国庆祝中国新年
（图片来自英国旅游局）

陈国森查看父亲手机里存的自己
两岁时的照片

崇州天演博物馆馆长王小兵向记者介绍巨犀化石的修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