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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优惠风暴一：千万好礼 让你玩转清凉武隆

8月份，为庆祝武隆旅游四川游客量突破百

万，武隆景区清凉大放送，在全川送出价值千万

元的武隆旅游代金卡。取卡热线：85293648�

优惠风暴二：快乐暑期 学生专属优惠

8月31日前， 高考学子凭本人高考准考

证，可享受仙女山景区门票免费；凭本人高

校录取通知书，还可免费观看大型山水实景

演出《印象武隆》。

优惠风暴三：九月赴武隆，享多重优惠

9月1日- 29日，自驾车散客凭“印象武

隆”门票享受仙女山景区门票5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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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线路：成南高速

-

遂渝高速

-

重庆内环

-

渝湘高速（

G65

）

-

武隆（全程高速

450

公里直达）。

景区官网：

www.wlkst.com

印象武隆官网：

www.yxwulong.com

景区微博：

http://weibo.com/wulongdream

武隆酒店网：

www.wulong123.com

五名大学新生获助学金

“我们都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带着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带着父母殷切的

期望，在经过多年寒窗苦读后，在高考中考

取了好成绩，有机会进到理想的大学，为自

己甚至全家人的未来再继续努力。可是，学

费、 生活费的负担和压力却有可能让这一

切都成为泡影。 我们害怕失去上大学的机

会， 更怕眼看有机会变得更好的人生变得

更糟。”最终得到受助资格的、来自蒲江的

杨代鹏在捐助现场说起读书的重要性和经

济带来的压力时，依然感觉很沉重。“为了

我的大学学费，我们一家都焦头烂额。”据

杨代鹏介绍，为了生计，爸爸妈妈多年都在

外打工，在家里一直是和他爷爷一起生活，

房屋破旧，也没有什么电器，爷爷患有20多

年严重的类风湿， 平均每天的药费都要二

三十块钱，而且病情还在恶化。“这么多年

来，爸爸妈妈在外打工的钱，基本上都用在

了爷爷的药费和我的学费上。”杨代鹏说，

他获得的这笔捐助， 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

忧地在大学继续努力奋斗， 成为对社会有

用的人，“我希望以后我也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捐资助学弘扬文昌文化

“助学这五名大学生，就是在秉承文

昌文化精髓中的劝学向善， 我们有责任拿

出一部分资金来帮助这些寒门学子， 让他

们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更好地报效祖国。”

梓潼县七曲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蒲远

富昨日称，捐资助学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事业。近年来，七曲山风景区各项事

业取得了长足进展，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双丰收。 在做大、 做强企业的同

时，为弘扬文昌文化精髓，倡导文化昌明，

七曲山风景区秉承文昌文化劝学助学的宗

旨，特意在成都举办此次捐资助学活动，其

目的是用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感和

爱心，真心回报社会，为优秀、贫困学子加

油鼓劲和解燃眉之急。

专题摄影展览亮相宽窄巷子

2012年中华文昌祖庭———七曲山走进

成都捐资助学活动， 除8月15日在成都宽窄

巷子为5名贫困优秀学子发放助学金外，还

在宽窄巷子举行了为期一周的七曲山专题

摄影展。现场还为广大游客呈现精彩的景区

特色民俗节目，有奖知识问答抽奖活动等。

此次七曲山专题摄影展内容分“胜山

福地，令人神往”和“民俗事项，异彩纷呈”

两个部分，通过摄影展，将把七曲山优美的

自然风光，厚重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民俗文

化活动呈现给广大游客。与此同时，现场丰

富的内容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参观。观看了活

动全程的市民王阿姨连连点头：“一个风景

区能够想到资助贫困大学生，这份心意很难

得，社会应该有更多这样的企业。”

七曲山精彩活动等你来

七曲山风景区位于剑门蜀道南端，拥

有古文化、古柏林、古蜀道、古建筑等几大

特色的景区。这里有被誉为“古建筑博物

馆”的七曲山大庙；有被赞为“森林活化

石”的全国最大纯古柏林；有可与古罗马

大道媲美的古蜀道；更有 “福、禄、寿、禧、

财”的文昌文化。

据了解，9月16日至10月7日期间，七曲

山景区将举办第五届七曲山民俗文化旅游

节，推出以“朝千年庙会，祈一生平安” 为

主题的1079届文昌庙会活动，以及以“国庆

黄金周，快乐七曲游”为主题的国庆黄金

周活动。整个民俗文化旅游节期间，广大游

客可参与祈福、民俗观赏、健康养生、美食

品尝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王荣 樊英）图片摄影 胡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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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悠游

NO.1�特约摄影师 姜曦

在北疆 镜头永远在停滞

“最美的喀纳斯，就要在秋天来，沿岸层林

尽染，仿佛一幅原始画卷。”姜曦说：“在我所有

的拍摄地中，只有喀纳斯让我感觉不真实，那是

梦境中才会出现的美丽， 那是童话里才会拥有

的故事。” 即使在高手环绕的商众摄影师中，姜

曦也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 游历西部的大好河

山十年，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是

商众旅行社的特约摄影大师。姜曦的摄影作品，

多次在商众主题看片会上成为主角， 也多次在

成都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姜曦将于9月及10月，

带领其中一到两个自驾摄影团，前往北疆，各

位摄影及旅游发烧友届时可关注。

NO.2�专业摄影领队 刘祥豹

敏捷的豹子 捕捉最美的风景

刘祥豹，外号豹子，虽然出道才两年，

但足迹也已遍布西藏、新疆、云南多个地

区，尤其是最近两个月多次带团深入新疆

喀纳斯景区， 留下了数量众多的摄影作

品。

他熟悉喀纳斯附近每一处知名景点

的最佳拍摄地点，他永远能在最合适的时

间，让您的镜头对准最美丽的风景。是的，

能说会道的豹子熟知新疆各个地区的人

文风情， 更能与当地的居民轻松打成一

片，肯定会给您，带来真正属于自驾旅行

的乐趣。

NO.3�新疆本土摄影师曾安军

我的镜头在新疆

我的灵魂在喀纳斯

曾安军，1984年起从事摄影，数十年

拍了大量的民俗图片，现为中国民俗摄

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考古摄影家协会会

员。 数十幅作品发表在 《摄影世界》、

《大众摄影》、《摄影与摄像》、《先锋摄

影》等杂志上，两幅作品入编《中国摄

影家全集》。 本次商众金秋喀纳斯11日

行程团中就成功邀请到了曾安军为我

们的特约领队，全程陪伴您游览北疆胜

地，并且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更广阔

的交流平台。

那是天山北麓壮阔的风景

那是雪山湖泊书写的浪漫故事

那是草原毡房倾诉的传说

大美北疆

梦幻天堂

NO.1

川藏—珠峰—青藏大环线

17

日自驾

发团日期：9月4日

收费：17天行程9980元/人 13天行程

8880元/人 9天行程5980元/人

NO.2

金秋喀纳斯浪漫摄影之旅

发团日期：9月7日 9月14日 9月30日

收费：8800元/人

NO.3

阿里探秘

发团日期：9月22日

收费：探索阿里A深度自驾摄影团8380

元/人 探索阿里B快捷团5980元/人

NO.4

稻城—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大环线：

发团日期：9月30日 收费：6680元/人

报名热线4008888152或028- 82001615；

通过w w w .82001615.com 或者w w w .jizhiyou.

com 进行网络报名；iPhone手机用户还可登

录ipp�store搜索“极致游西藏”，下载极致

游手机客户端直接进行报名。

成都商报记者 王荣

北疆，一个有关梦的地方；北疆，一个不去总会遗憾的地

方；北疆，一个遥远却并不神秘的地方。在这个

9

月，成都商报联

合成都商众旅行社再度重磅出击，联手成都与新疆的多位大师

级摄影师，推出“大美北疆金秋摄影之旅”，首发专团

9

月

7

日就

将扬帆起航。

11

天的行程，让我们共同书写一份美好的回忆。

成都商众旅行社隶属于成都商报社，全国规模最大、最专

业的西部自驾游机构，众多优秀的摄影师构成了商众团队中最

亮丽的风景线。而专业的摄影团队，也是商众各类型自驾路线

中最具特色的团队。相约金秋季节，相约九月十月，跟随我们自

驾的脚步，去探访那心中最美的新疆。

北疆摄影首发专团9月7日出发，

报名咨询热线4008888152、028-82001615� � � � � � � � � � � �

商众自驾精品线路

在距离成都仅4.5小时的重庆武隆， 有南

方高山草原、世界级喀斯特地质奇观、柔美乌

江画廊……虽然位于“火炉”重庆，但武隆

却是万火丛中一点“凉”。武隆仙女山，被称

为“山城夏宫”，夏季平均气温在18- 20℃，

是备受广大游客青睐的避暑胜地。

为庆祝武隆旅游四川游客量突破百

万， 武隆景区正面向四川游客送出总价值

超过千万元的清凉好礼。

极致清凉 各类玩法尽享世界美景

避暑纳凉、帐篷露营、漂流玩水、观印

象武隆，这些都是武隆最适宜的体验方式。

夏季， 天生三硚内水帘高悬， 小桥涓涓流

水，绿藤爬满栈道，充满绿意。在武隆仙女

山上，夏季的草原适合策马奔腾，骑着马儿

驰骋在具有西欧牧园风情的“南方第一牧

场”，旖旎风光尽收眼底。芙蓉洞这座辉煌的

艺术宫殿，由70多种次生化学沉积物所构成

的丰富景观，辉煌壮丽，玲珑剔透。芙蓉江原

始水上森林，两岸青山绿意浓，轻摇一叶扁

舟，沿江而上，给你不一样的一汪清水。

另外，黄柏渡漂流全长8公里，驾船穿

梭于青山绿水间，时而静水流淌，时而浪头

扑面，时而直下千里，既刺激又安全。漂流

沿途，游客还可饱览淳朴的民风民情，幽静

的田园风光。漂流到岸，再享受一番河边的

农家乐，乡村小菜。

生活演绎 《印象武隆》感动游客

作为张艺谋印象系列中极为成功的一

部大型山水实景歌会，《印象武隆》 自4月

23日公演以来， 一直呈现出持续火爆的态

势，受到各界游客的好评。

《印象武隆》震撼巴渝，要问值得一看

的理由， 游客们心中都各自有着不同的感

悟和推荐：有的认为，《印象武隆》音乐直

达人心，不管是原创音乐还是《太阳出来

喜洋洋》、《川江号子》等改编音乐，都从心

窝里唤醒人们对于自然、 对于人的最真实

的感动和激情。“看了《印象武隆》，才发现

这些是重新演绎的， 年轻人也许从来不愿

意听的本土音乐原来这么好听。” 一名来

自四川的27岁小伙激动地说。 来自湖南的

徐女士感触地说：“看到 《哭嫁》 里面唱

‘月儿弯弯照荷塘，女儿开颜叫爹娘’的时

候我就忍不住哭了。作为女儿，我对父母养

育之恩充满无限感恩，作为母亲，我的女儿

今年也快要出嫁了，真的太有共鸣了”。

金秋

9

月 千亩向日葵将绽放仙女山

向日葵花期一般在5、6月，然而武隆仙

女山独有的高山气候使得葵花的花期推迟

到了9月初。一望无际的向日葵在阳光的照

耀下，漫山金灿灿，蔚蓝的天空，洁白的云

彩，快乐的游客，这样的浪漫情景并不只出

现在电影中。

届时，除了草原、骏马、帐篷露营、蒙古

包等经典特色景致以外， 海拔1900米上还

拥有一片上百亩的葵海。 在开凿出的观赏

游道及生态木屋内，你可以用手机、相机拍

下有趣的瞬间，还可以参与“武隆仙女山葵

花节”摄影比赛，只需将图片发送到官方指

定 平 台

（

http://www.wlkst.com/topic/10.

jspx

） 或

@

指定新浪微博

( http://weibo.

com/wulonglvyou

）

即可赢取5000元现金

和武隆旅游套票等大奖。

（梁乃丹）

七曲山

弘扬文昌文化

8

月

15

日 ，

2012

中 华 文 昌 祖

庭———七曲山走进成都捐资助学活

动在成都宽窄巷子隆重举行。本次活

动以“人在旅途 爱在行动”为主题，

由梓潼县人民政府、成都市教育基金

会主办，梓潼县七曲山风景区管委会

具体承办。经过公开征集、选拔、公示

等环节后， 来自阿坝州的杨从芳同

学、来自成都蒲江的陈程、杨代鹏同

学，以及来自大邑的杨仕林、孟晓波

等

5

名同学获得了资助资格， 七曲山

景区将为这些学生提供每年

5

千元的

助学金，直到大学本科毕业。活动现

场还同时举行了七曲山专题摄影展，

七曲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文化

底蕴和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生动地

呈现在了众多市民眼前。

捐资

助学

走，去耍！清凉避暑 武隆优惠风暴来袭

四川游客破百万

千万好礼大放送

景区咨询电话：

028-85293648

天生三硚

仙女山草原上放牧

芙蓉江过江速滑

五彩城

北疆喀纳斯

北疆喀纳斯北疆喀纳斯

七曲山大庙

现场祈福

专题摄影展

捐资助学现场

黄柏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