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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大奖万元大奖
给10个最会耍成都的玩家

“24小时成都旅游地理新发现”
路线评选大赛就是邀请各位玩家精
心策划一条在24小时之内可以玩转
成都的旅游路线，参赛路线范围包
括成都市20个区（市）县及高新区、
天府新区，不限主题。

为了吸引各类城市玩家加入，
嘉奖玩家对城市的热情与好奇心，
本次活动设置了共2万元的现金奖
以及免费私人定制游等奖项。

根据规则，2万元现金奖最终会
颁发给10条最佳路线制作者，这10
条路线将由专家评审团在总榜排行
前20条的路线中评选出。

而免费私人定制游的名额将由
总榜排名前3的路线制作者获得，获
奖者可按照自己所制作的一日游路
线前往游玩，还可携亲友同行（同行
人数不超过3位），所涉及景区门票、

餐食费、游玩费全免，交通费、住宿
费需自理。

赛期两周赛期两周
路线涵盖大成都各区（市）县

本次“24小时成都旅游地理新
发现”活动分为两个阶段：路线征集
阶段和玩家打榜阶段。

9月16日至21日为第一轮路线
征集阶段，此阶段供玩家上传路线，
参与玩家需登录YOU成都APP，进
入活动页面上传路线，并填写心仪
路线的玩法介绍。路线由两个及以
上游玩目的地构成，目的地为成都
市20个区（市）县及高新区、天府新
区的任意游玩地（不包含酒店民宿
类），游玩时间需控制在24小时之内
（0.5/1天）。

9月23日至9月30日为“24小时成
都旅游地理新发现”活动第二轮玩家
打榜阶段，此阶段玩家在YOU成都

APP上已发布成功的路线，可以邀请
小伙伴为自己的路线投票冲榜。

打榜结束后，所有路线按票数
高低顺序排名。榜单分为总榜和子
榜，对于总榜，受邀专家评审团将在
票数排行前20条的路线中，以丰富
性、专业性、趣味性和实操性等作为
评判标准，评选出10条最佳路线，子
榜单为成都市20个区（市）县及高新
区、天府新区各自的玩法路线排名。

9月30日，最终获得“最佳路线
奖”的10条路线、“私人定制游”的3
条路线，以及夺得子榜榜首的22条
区（市）县一日游路线会在YOU成都
微信推文中公布，APP首页会进行同
步更新。

不设门槛不设门槛
就等你来晒出私藏攻略

本次活动诚邀全球“成都粉”广
泛参与，只要你有符合条件的路线

都可以参赛。在活动正式启动之前，
已经有网友率先投递出了自己的定
制路线，这些路线在为比赛预热的
同时也可作为后来者的参考。

路线一
郫都区生态传统一日游

推荐人：圆子同学
推荐路线：战旗村-鹿野苑石刻

艺术博物馆-中国·川菜体验园
具体玩法：郫都区的24小时可以

从在战旗村感受川西传统文化与自
然生态开始；然后于鹿野苑石刻艺术
博物馆去领略建筑无声的语言，感受
石刻刀斧雕琢处的神韵；最后在川菜
体验馆打开试听，全面感受川菜文化
的博大精深与独特魅力。

路线二
简阳东来桃源一日游

推荐人：一只小鹅
推荐路线：成都-贾家镇-东来桃

源景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成都

具体玩法：上午从成都出发到达
简阳东来桃源景区，参观简阳餐饮

“九绝”形象店，中午在东来桃源景区
内品尝地道“贾家毛鸭子”，下午前往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大山邻居农耕
体验园）登山，享受秋日阳光。

路线三
天府新区亲子一日游

推荐人：阿金
推荐路线：南湖梦幻岛-龙渊二

荆条老火锅-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具体玩法：南湖梦幻岛可以游

乐、休闲和购物，非常适合亲子游
玩，玩够以后可以去吃一顿老火锅，
用热辣的滋味放松疲惫的神经，最
后可以去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带着
孩子在和小动物的接触中结束一天
的游玩。

看了这些网友的私人路线，是
否也有一条极佳的成都旅游路线浮
现在你的心头？

成都深厚的人文历史沉淀下了
丰富的旅游资源，日新月异的发展
则赋予了它更多的潜力。除了那些
游人如织的地标景点，你一定也发
现过隐于热门“打卡地”背后的小众
路线，不如来参加“24小时成都旅游
地理新发现”路线评选大赛，用独特
的视角和脚步重新发现成都的旅游
地图。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YOU成都所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梦奇

许多喜欢看美剧的人都会有印
象，许多都市剧的场景都是发生在
自助洗衣房。《老友记》、《生活大爆
炸》等等，都有过来自自助洗衣房的
经典片段。

国内的自助洗衣不算普及，但
最近，成都的一家自助洗衣咖啡店
却火了。

自助洗衣+咖啡甜品，看似毫不
相干的两件事结合到了一起，反而引
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加上店内大型滚
筒洗衣机整齐有序地排成排，别具一
番工业范儿和小清新风格，许多人纷
纷前去“打卡”体验，发帖子发微博。

这 家 店 名 叫 Enjoy Laundry
Cafe（悦享自助洗衣咖啡馆），许多网
红、时尚达人们前去打卡，以为这是
一家洗衣机主题的创意咖啡，但事
实上，它是一家自助洗衣店。

“最初只是觉得自助洗衣很便利，
就想开一家自助洗衣店，并没想到加
入咖啡”，店主李薇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她的首家店开在九眼桥，
加入咖啡，只是因为“那个店铺空间太
大，想合理利用”。不过，这个创意显然
得到了意外的效果，于是她在草堂开
起第二家店时，以咖啡+洗衣作为特
色进行了设计，果然，“1+1＞2了”。

探店 /
喝咖啡办公和扫码洗衣两不误

14日中午，记者来到了位于百
花西路上的这家店。虽然附近就是
百花潭公园和青羊宫，但店面周围
是密集的居民区和商铺，算是“藏”

在有生活气息的街巷深处。
走进店内，上下两排的大型洗

衣设备映入眼帘。它们颜色统一，排
列整齐，下排是滚筒洗衣机，上排是
烘干机，颇有些《老友记》中洗衣房
的画面景象。每一台设备的左上角，
都有一个二维码。与国外投币洗衣
不同，这里的顾客使用前需要先扫
码，选择洗衣或烘干的时长和价位，
然后方可使用。

小型洗衣机的价格是18元一桶，
大型则是48元一桶。“但从容量上来
说，商用洗衣机最小型，也比家用洗
衣机的大型还要大了”，李薇说。

烘干的小型机价格则是8元/15
分钟，大型机15元/15分钟。并且，顾
客不需要自带洗衣液洗衣粉，店内的
洗衣机中已经有自带的洗衣液了。

洗衣设备旁边和店铺的二楼，
都有咖啡区域。别看是洗衣店，这里
咖啡饮品有数十种，还搭配了甜品。

意外 /
喝咖啡的比洗衣的还要多

记者来到店内时，一位顾客正
在扫码使用小型洗衣机洗被单。她
告诉记者，自己居住附近，已经多次
光临过这家店，专程来洗衣服。

“附近好些老小区，阳台小，空
间窄，不好晾衣服，尤其是被单床单
这些大件，更晾不开”，她表示，自己
之前也会将衣物送去干洗店，但发
现了这家店后，觉得这里更方便划
算。她说，这几天成都下雨，要是在
家里晾晒，估计好几天都不会干。

不过，比起洗衣的客人，前来喝

咖啡的其实更多。所以在大众点评
网上，这家店排在了青羊区咖啡厅
热门榜的第2名。许多网友晒照，让
其成为了新晋的“网红”。

李薇告诉记者，店铺起初因为
咖啡而火起来，自己蛮意外的。

“我其实是认真在做自助洗衣
的”，她说，自己几年前曾在国外体
验过自助洗衣，觉得不错，就拍下了
洗衣机的品牌，找到了品牌的网站，
然后筹划了一下，觉得自助洗衣在
国内也可以做。

李薇是四川人，但彼时还在厦
门，“厦门太阳大，其实不太需要烘
干，我觉得成都的天气条件还蛮合
适的”，再加上想要回到家乡，于是4
年前她在成都正式开起了位于九眼
桥的第一家Enjoy Laundry Cafe。

“店铺太难找了，最后找到了一
家铺面，面积却太大”，将设备搬进
店里，还有大半空间闲置，她于是才
想到干脆另一半区域做成咖啡，这
样顾客洗衣等待期间也能喝喝咖啡
打发时间。

无心插柳，没想到反而被更多
人知道了这家店。“但其实，第一家
店看上去主要还是洗衣店”，今年夏
天，李薇在百花西路开了第二家店，
搭配了工业风的装潢，甚至专门研
发了更多元更专业的咖啡饮品，她
专门把咖啡+洗衣打造成了特色。

经营 /
成本高，现在还没回本

事实上，李薇的店虽然被很多

人发现，但“从开第一家店到现在，
还没有收回成本”。她说，店内的设
备是国外最大的商用洗衣机品牌，
最便宜的也在每台万元以上，加上
租金和装潢、管理等，成本很高，目
前尚未回本。

“但我还是觉得这是件可以做
下去的事情”，在她看来，还有许多
人并不知道自助洗衣的存在，但它
会逐渐为人所知。并且，“这本就是
种长期回报的事情，目前来看，经营
情况已经比我的预计要好很多了”。

其实，搜索自助洗衣+咖啡，最
火的店并非来自成都，而是香港。许
多游客也专门去香港的自助洗衣店
一边喝咖啡一边拍照。

李薇其实很清楚，在我国香港
以及一些国外城市，都是因为房屋
晾晒条件不好，甚至禁止晾晒，因而
发展了自助洗衣，并成为市民常态
化的需求。但国内城市的居民大多
还是习惯于用阳光直晒，所以提供
自助洗衣的并不多。

“但成都人的包容度和接受度非
常高”，她发现，不仅年轻人会来尝试
洗衣，还有许多年长的顾客发现有自
助洗衣后，也纷纷前来。

在发现咖啡和洗衣能够出现
“1+1＞2”的效果后，她觉得，二者的
有机结合，其实是种全新的生活方
式。所以她把这种生活方式变成了
新店的主题，她希望客人不管是专
门来洗衣还是专门来喝咖啡，都觉
得来对了地方，都不会觉得突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昨日，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成雅分公司雅安管理处、
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
四支队一大队、二大队联合发布通
告称，9月16日至9月26日，G5京昆
高速公路（成雅段）新店枢纽将进
行路面病害治理施工，期间将先后
对立交互通中的两个匝道桥进行
交通管制。

现将有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路段和时间

（一）第一阶段：2019年9月16日
0时至2019年9月20日24时，封闭新
店枢纽成名高速往雅安方向匝道。

（二）第二阶段：2019年9月21日
0时至2019年9月26日24时，封闭新
店枢纽成雅高速往成名高速方向匝
道（雅安往成都方向）。

二、绕行线路

（一）第一阶段，由成名高速往
雅安方向行驶车辆绕行路线如下：

路线1：提前从成名高速百丈
湖收费站下站，沿108国道行驶至
名山，从成雅高速名山站上站前
往目的地。（国道行驶距离约15.5
公里）

路线2：选择在新店互通往成都
方向匝道进入成雅高速，经成雅高
速行驶至太平收费站出站，而后上
站往雅安方向行驶。（绕行距离约20
公里）

（二）第二阶段，由成雅高速往
成名高速方向行驶（雅安往成都方
向）车辆绕行线路如下：

路线1：提前从成雅高速名山站
出站，绕行108国道至成名高速百丈
湖收费站上站，前往目的地。（国道
行驶距离约15.5公里）

路线2：沿成雅高速行驶至太
平收费站出站，而后上站沿成雅
高速往雅安方向行驶，至新店枢
纽进入往邛崃方向匝道，沿成名
高速前往目的地。（绕行距离约20
公里）

交警提醒，请过往车辆严格
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提示标志行
驶，服从现场交通管制人员的管
理和指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9251期开奖结
果：05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双色球”第2019108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7 13
19 22 25 32 蓝色球号码：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9251期开奖结果：272，直选：
4477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4743注，每注奖金346元。
（18158695.87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9251期开奖结果：27251，一等
奖 19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26300358.12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19108期开奖结果：0801979，
一等奖0注；二等奖16注，每注
奖金19834元；三等奖130注，每
注奖金1800元。（57449625.8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
全 场 胜 平 负 第 19134 期 ：
113310330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
球第19139期：1030233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9122期：13030300333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任 选 9 场 第 19122 期 ：
130303003331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
2019年11月14日)

足彩

往返成都的车辆请注意

从今天起
成雅高速新店枢纽
实施管制

万元大奖在等你

成

都
今年初今年初，，成都成功入选成都成功入选

““20182018中国旅游影响力城市中国旅游影响力城市
TOPTOP1010”，”，这已不是成都首次这已不是成都首次
出现在类似的榜单中出现在类似的榜单中。。最新出最新出
炉的携程发布的炉的携程发布的《《20192019中秋中秋
出游消费和人气排行榜出游消费和人气排行榜》》上上，，
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毫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毫
无意外地再次入围无意外地再次入围。。

从早年的从早年的““中国最佳旅游中国最佳旅游
城市城市””称号到各种出游意向榜称号到各种出游意向榜
单单，，成都不断在成都不断在““世界旅游名世界旅游名
城城””的打造中呈现出新的形象的打造中呈现出新的形象。。

可是可是，，作为一个旅游资源极作为一个旅游资源极
为丰富的城市为丰富的城市，，成都的旅游攻略成都的旅游攻略
也注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平面也注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平面，，而而
是随着城市发展与全民探索而是随着城市发展与全民探索而
不断被刷新和叠加的立体地图不断被刷新和叠加的立体地图。。

99月月1616日至日至3030日日，，为扩大为扩大
城市影响力城市影响力，，拉开秋季旅游序拉开秋季旅游序
幕幕，“，“天府成都生活美学地图天府成都生活美学地图””
YOUYOU成都成都，，将以将以YOUYOU成都成都APPAPP为为
主要平台主要平台，，发起发起““2424小时成都小时成都
旅游地理新发现旅游地理新发现””路线评选大路线评选大
赛赛。。全网征集全网征集20192019金秋成都最金秋成都最
佳一日游路线佳一日游路线，，通过号召全民通过号召全民
参与参与，，开启发现之旅开启发现之旅，，在这个秋在这个秋
天真正解锁这座魅力城市天真正解锁这座魅力城市，，重重
新发现成都旅游地图新发现成都旅游地图。。

南湖梦幻岛

拿铁和洗衣机更配？
成都这家自助洗衣咖啡店火了

分 享 成 都 一 日 游 私 藏 攻 略分 享 成 都 一 日 游 私 藏 攻 略

鹿野苑

自助洗衣咖啡店 摄影记者 王效

◀
扫码下载
YOU成都
APP

◀
扫码关注
YOU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