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
提醒

责编 徐剑 美编 袁治华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04
2015年12月25日 星期五

成都商报年度公益巨献
启动新媒体集群
全程路演专列

邀您共同见证成渝高铁贯通、成渝经济区崛起

成都商报新媒体路演专列
八大主题车厢

以下内容纯属“剧透”，报名体验期待惊喜的读者请谨慎阅读！

成都最牛名中医为你把脉问诊
最牛摄影师为你量身打造写真集；最诱人的吃喝游乐大礼包

8分钟约会拯救单身男女……

今日，成都商报新媒体路演专列八大主题车厢的车长
正式亮相，提前揭秘发车当日即将在各自车厢上演的主题
活动：成都最牛名中医在车厢内为您把脉问诊，寻找即将
走红的“飞驰的表情包”，最牛摄影师为你量身打造写真
集、最诱人的吃喝游乐大礼包……为了给乘客们呈上一趟
不虚此行的旅程，八位车长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准备了高
大上的路演，精彩的互动，丰厚的礼品，让好体验随着车速
一起up！up！up！

车长有话说

神秘“动哥”携带3大炒股神器上车
关注投资理财的朋友们，我是“每经全媒体财

富快车”主题车厢车长刘代杰。财富快车由每日经
济新闻全力打造，特设60个VIP坐席，届时将特邀3
位神秘“动哥”携带3大炒股神器为大家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全力助推个人财富增速之路。

所以，当你搭乘每经财富快车，在300公里/时
的高速中行驶时，你正在“遭遇”一场人生最快速的
财富投资沙龙。在这里，你将开启个人财富之门，每
经财经资讯全媒体平台任你选；在这里，你将与神
秘投资“动哥”零距离，炒股票，真赚钱；在这里，你
只要扫码即见炒股真“网红”，在成都，确实火。

同时，本趟列车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神秘财富
大礼包，货真价实。所以，不犹豫、莫等待，搭乘每经
财富快车，投资看每经，财富赚不停！

我们的想象力都集中在一个领域
大家好，我是买够网主题车厢车长邹芸。按照规

划，每节车厢的名字要充满想象力。所以，买够网车
厢设计了很多充满想象力的名字。比如“鼓捣吃专
列”、“巴到吃专列”、“紧到吃专列”……最后，是本次
活动的分管领导听不下去了。他一拍桌子，暴喝一声

“够了！从成都吃拢重庆，你们是要来开餐车哇？”
不怪我啊，怪只怪买够网的“好吃”概念实在太

深入人心了。褚橙、汶川车厘子、新疆库尔勒香梨，成
都卤菜行业的“卤王争霸赛”……件件爆款都是大家
喜欢的美食！所以，领导们，请告诉我，除了吃，这想
象力还该怎么发挥？

先透露一些买够网车厢充满想象力的主题活
动。有来就送福袋活动，你猜福袋里是这种吃的、还
是那种吃的、还是各种吃的？有现场体验活动，你猜
体验的是香的还是辣的还是甜的？现场还有各种涂
鸦比赛，你猜涂鸦对象是切着吃煮着吃还是可以生
吃的？当然，涂鸦优胜者还有奖品拿哦。

本来嘛，在成渝两地往返的人，好多不都为了吃火
锅、吃串串？线下吃得欢，线上也可以买得欢。买够网专
列专属他们。这群人的报名暗号就两个字，“吃货”！

在时速最高300多公里的高速铁路上进行“路演”，
八大主题车厢还各有亮点，成都商报新媒体路演专列即
将发车的消息一经发布，在成渝两地以高铁一般的速度
飞快传播开来，其创意之经典，活动之丰富，奖品之丰厚
让各界人士纷纷拍案叫绝，纷纷致电希望抢座。

“高铁和新媒体的共同优势就是快”
一蕊，85后新锐摄影师

85后一蕊曾是奋斗在采编一线的媒体小编，后来华
丽转型，成为游走全球的新锐摄影师，现在在国外的她
在得知成都商报将开通新媒体路演专列的消息后，也联
系商报表达了参加的兴趣。“轨道交通的飞速发展，把我

们与家的距离拉近，用时间改变了空间。”一蕊说，高铁
和新媒体有同样的优势，那就是“快”，如果在高速运动
的车厢这一时空中进行互动，应该是不错的体验。

“看哪个更“铁杆”我们车上见分晓”
王甫信，69岁，商报群众评报员

“我绝对是商报的铁杆读者。”王甫信拨打热线，希
望能够在铁杆读者主题车厢先“占座”，他曾参加过商
报组织的各种活动，将跟自己有关的报道做成了一份
剪报，从2001年到现在，收集了厚厚一本。他建议，大
家可以把证明自己是铁杆读者的相关资料带上，在车
厢内交流互动，还可以写一点诗歌、散文、书法作品。

“这个活动很‘有用’”
邓娇，27岁，室内设计

邓娇介绍，她是商报微博、微信和谈资的忠实粉
丝，刚刚在谈资中了500元的火锅券，这次又被商报新
媒体路演专列活动吸引，“不仅是好玩，还很有用。”她
说，侄女明年就读小学，想多了解一些求学资讯，“成都
儿童团主题车厢”刚好可以满足她的这个需求。

而她自己最近睡眠不好，想找一位名中医看看，还
可以去“四川名医主题车厢”里找医生问问诊，“因为工
作关系常常去重庆，如果搭上这一趟专列，应该是收获
最大的一次旅程了。”

一趟成渝高铁CRH380D动车组上，八个车厢
集合八个不同主题。无论你是成都商报的热心读
者，还是商报新媒体的受众，都欢迎报名参与此次
活动，成为专列的特邀嘉宾。下周一，免费乘坐专列
的报名通道将正式开启，具体报名方式敬请留意当
日成都商报及商报新媒体集群。

当然，对关注商报发展的热心读者，我们还开通
了一条优先通道。读者可以通过成都商报热线电话
86613333-1和成都商报客户端两大通道，先行一步
抢席位。只要你提出自己对于专列主题车厢的活动
创意和金点子，点子一旦入选，你就能拥有通往高铁
专列的优先通行证哦。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成欢

铁杆读者
主题车厢

车长

张龑

车长亮相
这厢有礼 等你上车

从超10个小时，到1.5个小时，时代的发展让成渝的时空
距离一再缩短。从“纸器辉煌”，到“进无纸境”，作为西南地区最
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依托成都商报新媒体集群这一“高速动
车”，成都商报也迎来了提速发展的新时代。

昨日，成都商报正式宣布推出“商报随成渝一起提速”年
度公益巨献活动。2016年1月上旬，商报新媒体路演专列将
正式发车，成都商报新媒体集群将邀请近600名读者一同出
发，跟商报新媒体集群一起免费全程体验成渝高铁、体验新
时代的巨变。

四川名医
主题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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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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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APP
主题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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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郁蒙

谈资
主题车厢

车长

王少华

铁杆读者主题车厢 车长：张龑

把最好的服务带给每一名乘客
如果您是成都商报长期订户；如果您多年来一

直参与和支持成都商报的各项活动；如果您曾经给
我们提供过宝贵的新闻线索；如果您是一名长期投
递成都商报的投递员；如果你与成都商报有一段奇
妙的情缘……只要您够这些条件中任何一项，欢迎
您来到“铁杆粉丝”车厢！

我是铁杆读者主题车厢车长张龑。我们的口号
是“铁杆读者 风雨同舟”，在这句口号下，我更想把
最好的服务带给每一名乘客。我和我的同事将征集
每一名乘客的爱好、心愿，把您最想了解，最想听到
的东西带给您，把您最想学习的东西带给您，把你
最想解决的生活琐事解决好；更想通过这节车厢让
您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如果你
觉得这些还不够，那我们还会带给您更大的专属惊
喜和礼品！当然，我们更希望您能快快拨打商报热
线86613333-1，快快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建议，我将
竭尽全力为您服务到家！

“邂逅”全成都最牛名中医
欢迎乘坐四川名医主题车厢，我是本节车厢的

车长刘瑶。“四川名医”主题车厢的80多个舒适座
位“虚位以待”，成渝往返共3个小时的高铁体验之
旅中，我将让健康一直伴您而行。

在四川名医打造的“健康列车”上，您能够收
获驻颜秘方、育儿经典、养生妙招、长寿秘诀；能
够“邂逅”全成都的最牛名中医，这些平日“一号
难求”的中医将为您把脉义诊，量身定制您的健
康养生计划。

在这里，你还能够全面感受健康氛围。不同主
题的“健康 10 分钟”分享会，将让您学会养生、保
健、推拿……

无需担心旅途匆匆难以享受沿途风景，成都市
第三人民医院还将派出颜值最高的“健康天使团”
驻守四川名医主题车厢，为旅客们提供急救保障服
务。告诉你个小秘密，其中有不少美丽医护还是单
身哦！

四川名医主题车厢 车长：刘瑶

商报微博微信&商报APP主题车厢 车长：赵郁蒙

真正和网友互动起来
大家好，欢迎乘坐商报微博微信&商报APP主

题车厢，我是本车车长赵郁蒙，车厢共有85个座位
“虚位以待”，本车长将带着商妹儿竭诚为大家服务。

话说本车长跟商妹儿说要带着她和微博微信客户
端网友们一起登上高铁“飞”的时候，心情那个激动啊！
成都商报热情拥抱互联网时代，迎来今天你我的相聚，
我们是深耕成都本土互联网资讯、线上线下活动的弄
潮儿，我们费尽心思想在这往返三个小时的路程中，给
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玩法，真正和网友互动起来。

在我们抠脑壳的时候，也收到很多热心网友的建
议：整一场8分钟约会吧，解救单身网友；整一个公益
拍卖会，捐助贫困山区的孩子；办一场新年主题派对，
一起动起来；来一次火车的上的天黑请闭眼……亲
们，你们期待么？这里不仅有别出心裁的活动，还有本
车长和商妹儿千辛万苦为大家拉的一大波福利，各种
好吃好玩的现金券，各种实物奖品，最关键的是还有
超级大彩蛋——钻石戒指和钻石项链！

一车时速300公里的“飞驰的表情包”
我们是一车时速300公里的“飞驰的表情包”。
大家好，我是谈资主题车厢的车长王少华。你们

踏上的，将是本趟专列最舒适最有趣也最疯狂的车
厢，在这3个小时内，我们立志把你变成一个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逗比。

最舒适：本节车厢，座位最少，名额最为珍贵，
只有 33 个，座位都是一等座和商务座。你可以在
此，享受最舒适的一趟旅程。

最有趣：本节车厢，我们准备了你想都不敢想看到
就想耍的各种趣味游戏，真人cosplay，真心话大冒险，30
秒人生速配……让你享受没有wifi照样high的快感。

最疯狂：登上本车厢，你将接受意想不到的挑
战，我们将用镜头、视频记录你的各种夸张表情，并
将为它配上你意想不到的文字，成为谈资文章的御
用表情包，成为像尔康一样火的人，你敢来挑战么？

当然，登上本节车厢，我们还有很多实用的礼物，
红包、蛋糕、零食、冈本一样都不会少！够胆就来吧！

谈资主题车厢 车长：王少华

成都儿童团主题车厢 车长：梁乃丹

这一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神奇旅行
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我是成都儿童团主题车厢

车长梁乃丹，很高兴能有机会带领85名幸运又特
别的乘客，开启一次穿越时空的巴蜀之旅。

请相信我，这一定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神奇旅行！
在这趟旅行中，孩子和爸爸妈妈没有了辈分之

分，大家用个性化的Cosplay的方式，变身为书本上
的“杜甫”、“张飞”、“薛涛”、“卓文君”等历史人物，谈
古论今；名师大家将与你同行，并带来互动性极强的
地理课、生物课、民俗课，为你揭开千年前的古蜀秘
密；一次没有打分、没有考级的亲子文艺联欢会还将
在其间举行，跟孩子一起朗诵、一起吟唱，甚至一起
创意搞怪，都会赢得鼓励的掌声。

对了，在这趟旅行中，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惊喜
要送出。我们随后会在成都儿童团微信公众号内逐
一透露。现在，你是否跟我一样开始期待了呢？

顶尖拍摄放送，经典美食伺候
吃喝玩拍，有耍头，更有搞头！大家好，我是汇聚

一拍集合、成都出发、成都伙食三大新媒体项目的主
题车厢的车长刘宇。这节涵盖吃喝玩拍的车厢共有75
个专座，迷人超模迎宾，纯粹川剧候场，顶尖拍摄放
送，经典美食伺候，免单大礼相送，恭候您的驾到！

“一拍集合”、“成都出发”、“成都伙食”均为《成
都商报》打造的新媒体项目。“一拍集合”收集成都最
全的商业摄影师资源，为需要拍摄服务的消费者和
商业客户提供更多选择；搜罗成都优质模特，提供限
时人物约拍服务；利用成都商报的资源整合力，为摄
影师和模特寻找海量业务机会，共同见证成长，分享
故事。“成都出发”，汇聚旅游特价，旅游攻略，旅途奇
闻，吃喝玩乐，每天第一时间告诉你最新最及时旅游
资讯，带你玩得更精彩、更舒心。“成都伙食”，最新最
全最好吃的美食攻略和资讯全在这里啦。

在往返180分钟的高速行程中，我们还为每一
位乘客准备了各有特色的专属礼包。礼品里有些什
么？暂时卖个关子，下周一正式公布！不过总之，吃
的、玩的、住的都有，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一拍集合、成都出发、成都伙食主题车厢 车长：刘宇

每经全媒体财富快车主题车厢 车长：刘代杰

买够网主题车厢 车长：邹芸

市民跃跃欲试争相报名
我想登上“新媒体路演专列”和商报一起飞

各界
反响

下周一正式报名
继续征集主题车厢“金点子”
入选者将获专列优先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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