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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专刊
■资讯预计8月份前往巴西观看奥运会、游览南美风情的游客人数比去年同期将激增4倍

出境观赛日渐走俏 体育旅游“蛋糕”将被做大

逛遍巴西或许不现实，但这些景点你不应错过

携程租车引爆场景革命的蓝海

去马德里参加足球夏令营、
去瑞士铁力士峰滑雪、到澳大利
亚黄金海岸体验马拉松的畅快。
如今市面上最常见的还是西甲、
温网、奥运会等观赛团，但不少旅
行社已经开始在体育旅游这项细
分市场中渐渐发力，推出了众多
运动主题的产品和服务等，运动
爱好者们也将在出游时获得更多
选择。

中信建投证券在今年3月发
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
我国体育旅游仅占旅游行业总规
模的 5%(发达国家 25%)，为 1700
亿，其中国内市场占比45%，若未
来体育旅游占比达到25%，旅游产
业总值达到4万亿，则未来我国体
育旅游的规模可达1万亿。

4月份科比告别赛，凯撒体育
专门推出了带领客人前往斯台普
斯中心，亲眼见证巨星谢幕时刻

的产品，很快售罄。
“为了看一场世界顶级的足

球赛事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一直是很多国内球迷毕生的梦
想，而现在这个梦想已不再遥远，
现在我们确定将与法甲联赛知名
足球俱乐部尼斯队达成合作意
向。”而据携程相关负责人介绍，
携程将针对这一世界顶级联赛推
出特别定制的“足球旅游”线路。
携程表示，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
其将成为尼斯队2016~2017年赛
季法甲联赛的独家旅游合作伙
伴、尼斯队欧联杯官方认证的中
国战略合作伙伴以及尼斯足球训
练营独家旅游合作伙伴。

携程将为用户及球迷量身定
制法国足球旅游贵宾专属线路，行
程包括尼斯著名景点、欧联杯赛
事、法甲赛事、和尼斯球员互动，近
距离观摩球队日常训练等等。

青年报 解敬阳

景点1 基督像

据介绍，基督像也叫巴西基
督像，是里约热内卢的标志，也是
世界最闻名的纪念雕塑之一。而
就在2007年，这尊基督像也成为
了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而之所
以筑就这样一座具有装饰艺术风
格的大型耶稣基督雕像则是因为
巴西庆祝独立100周年时，人们希
望可以在科科瓦多山顶修建一座
巨型的耶稣基督雕像，让救世主伸
开他宽大的双臂来拥抱这座城市。

由于基督像坐落在里约热内
卢国家森林公园中高710米的科
科瓦多(又称驼背山或耶稣山)山
顶之上，所以在吃过早餐后，便可
搭登山小火车，穿过堤呼卡丛林，
向科科瓦多山进发。早听人说，
想要一览基督像的宏伟的先决条
件是要天气好，天气越好看的就
越清楚。

科科瓦多山的天蓝到沁心，
大片的云朵如棉花糖般，仿佛拥
有可以触得到的绵软手感。一眼

望去，整座山丛林恣意生长，而基
督像张开双臂俯瞰着这一切。登
上全景升降机来到雕像底部，来
到底部，才对38米高，1145吨重
有了具体的概念。

站在雕像下，向上仰望，雕像
中的耶稣基督身着长袍，双臂平
举，深情地俯瞰山下里约热内卢市
的美丽全景，此情此景不免让人对
虔诚的信仰心怀敬畏。而就整个
雕像来看，张开的双臂和整个身体
恰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由
此可见设计师的匠心独运。

景点2 潘塔纳尔沼泽地

巴西的西部有潘塔纳尔这么
一个漂亮的地方。一望无际的大
沼泽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传
说中的食人鱼，尤其是尘缘在潘
塔纳尔看到的大嘴鸟都深深地吸
引了游客。

潘塔纳尔沼泽地是世界上最
大的一块湿地（其名字PANTANAL
在葡萄牙语中就是沼泽的意思），
地势平坦而轻微倾斜，有着曲折的
河流。主要位于南美洲巴西马托
格罗索州及南马托格罗索州，湿地

部分在玻利维亚及巴拉圭境内，总
面积达242000平方公里。潘塔纳
尔年平均降雨量约为1000~1400
毫米，有明显的旱季和雨季之分，
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5月为潘塔
纳尔的雨季。

在每个雨季到来时，潘尔纳尔
几乎就会泛滥，湿地的水位线会上
升约3米，超过80%面积会被水所淹
没。正如尼罗河每年的泛滥造就肥
沃的土地一样，潘塔纳尔水位的上
升不但滋养了当地的生产者，也滋
养了当地的物种。天然的气候因素
与优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这里具有
是全球最丰富的生态系统。

在 2000 年 11 月，潘塔纳尔
沼泽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巴西政府甚至规定，凡是牧
场的牛遭到美洲豹袭击，均可向
政府申请获取赔偿，但严格禁止
猎杀美洲豹。

景点3 巴西利亚

巴西利亚是城市设计史上的
里程碑，从居民区和行政区的布
置到建筑物自身的对称，它表现

出城市和谐的设计思想，其中政
府建筑表现出惊人的想象力，故
有”世界建筑艺术博物馆“的美
称，花一天的时间欣赏这座城市
的建筑艺术。

首先欣赏三权广场，在三权
广场，有许多设计大胆的现代派
建筑物，令人惊叹。线条优美、大
气优雅轻盈飘逸。三权广场的意
义在于代表国家三种权力，号称
巴西的神经中枢。两层楼高的总
统府前的一尊两人持矛并肩而立
的首都开拓者铜像，象征着巴西
人民团结一心捍卫祖国。

巴西利亚大教堂是这里标准
性的建筑物，从三权广场走过来
是很近的，这座教堂和传统的欧
洲教堂迥然不同。教堂主体坐落
在地下，人们通过甬道进出。

走进去之后，教堂没有通常
的高尖屋顶，能看到16根抛物线
状的支柱支撑起教堂的穹顶，支
柱间用大块的彩色玻璃相接。
他的顶部是一座造型奇特的伞
形教堂，看上去就像茅草屋的屋
顶，整个教堂大厅是建在地下
的。教堂内一派金碧辉煌，大厅
中神像恳挂于空中。它没有通常

的高尖屋顶，16根抛物线状的支
柱支撑起教堂的穹顶，支柱间用
大块的彩色玻璃相接，远远望去
如同皇冠。

景点4 糖面包山

糖面包山由两座山丘组成，
因为形状酷似做面包的模具，所
以得此“糖面包山”之美名。它
位于瓜纳巴拉湾的入海口，占据
着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葡萄牙
人在山下修建了要塞以保卫领
土。乘坐缆车抵达最高的山峰
后，四面八方尽是美景，往北看，
弗拉门戈海滨公园全景尽收眼
底；往南看，科帕卡瓦纳海滩近
在咫尺；往东看，耶稣基督像令
人肃然起敬；往西看，大西洋海
平面浩荡无垠。

热门之处糖面包山是求婚成
功率最高的地点，你甚至可以包
下整个缆车，带着心爱的她一起
登上糖面包山，在风景如画的山
峰向她许诺一生。糖面包山上还
修建了一个高级餐厅，一遍享用
美食，一遍欣赏美丽的风景，也是
一种不错的体验。

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历经一个多月的筹
备，“上海首届国际魅力女神网络
评选大赛”于7月10日在S2 Club
正式启动，选手们可以通过闪啪
微信公众号FlashParty98在线报
名。女神盛典将于 7 月 28 日举
行，最终票选出的冠军女神不仅
可以获得万元现金大奖，还有机
会成为51MODO杂志封面女王，获

得主流媒体推广宣传，一圆自己
的女神梦！

本次活动是由闪啪 Flash-
Party、粉丝网、51Modo、订餐小秘
书、听枫语及菲鼎传媒主办，S2
Club、24楼摄影、益乐空间、网体
健身联合协办。活动旨在寻找平
凡生活中最美丽的女神，不以颜
值为评判标准，只要是相信自己
魅力十足的女孩，Po上三张自己
的照片即可参与活动。

青年报 王霞

本报讯“目前，携程自驾租
车网点覆盖国内298个城市，共计
10369个门店及服务点，超过10
万辆可用车，覆盖了从高端到中、
低端的绝大部分车型，占据国内
租车市场的领先地位。”近日，记
者从携程旅行网获得了该在市场
中的最新数据。

作为旅游产业链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出行用车一直是携程重
视的内容。从2014年参与投资
易到用车，到与国际租车品牌赫
兹租车的合作，携程一直在积极
海内外的租车市场。

“这几年，我们通过不断地调
研发现，出行愈发成为一个非常
宽泛的概念，包涵盖了租车、专
车、包车等多种形式。”携程地面
交通事业部CEO王玉琛说，“从某
些垂直领域来说，出行其实是可
以连接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生活
场景。因此，租车自驾的场景其
实比我们想象得要多很多，不少
人会有租车等的需求。”

另一个催生携程在租车市场
机遇的数据是：截至2015年底，
国内有3.2亿人拥有驾照，居世界
第一。同时，携程大数据统计显
示，国内大交通用户中约有40.6%
有租车需求。

为此，携程正不断在市场中进

行布局。据携程提供的数据，目
前，从交通枢纽网点覆盖情况看，
有518个机场服务点，421个火车
站服务点，及17个汽车站服务点。

“但当前携程覆盖主要交通
枢纽如机场，火车站，尤其是汽车
站的提车点数量会进一步提升。”
王玉琛表示，“未来 1 年至两年
内，携程将会在全国大型火车站，
机场及汽车站设立提车点，满足
不同出行用户的租车自驾需求。”

对此，王玉琛在接受采访时
已透露，“携程用车会进一步整合
资源，打造联运搜索模式，根据用
户的搜索条件，提供包括‘机+
车’、‘铁+车’、‘汽+车’的运输模
式，创造更多新的租车自驾线路
旗舰店，丰富用户的行程规划，满
足多场景需求，创造并延伸出更
多打包产品。”

正是因为在市场中不断创
新，随着携程租车自驾的覆盖面
的迅速提升，决定了携程可以在
自驾场景上做出更多的尝试，这
必然会引爆交通枢纽接驳场景创
新模式诞生。

“租车自驾已经不再是一种
简单的交通方式，它将会和各交通
板块联合，演化成为搜索联运的新
模式，引爆交通场景革命的蓝海。”
王玉琛说，“这既是服务上的创新，
也能解决消费者的‘痛点’，更能助
力中国的交通信息化。”

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2016中欧青年艺术
交流展”第一单元展览“桥-跨越
与对话”于近日在意大利水城威
尼斯 Galleria Totem- Il Canale
画廊开幕。

威尼斯的桥是举世闻名的，
本次展览的场馆便临近于威尼斯
著名的“学院桥”。“学院桥”因坐
落于其旁边的“威尼斯美术学院”
而得名，象征威尼斯人对于文化
艺术的热爱与尊重。

这座“桥”的跨度不仅实现了
空间上的跨越，更是实现了时间
上的跨越。

本次作品主要来自于就读于
各国各大美术学院的中国青年艺
术家以及国内各大艺术学院的青
年艺术家。通过展览，将这座横

跨威尼斯“黄金运河”的“学院桥”
无限放大，更好地连接两国青年
的文化交流，这些年轻艺术家们
将在“学院桥”的连接下实现两个
不同时空的艺术对话。

本次展览作品形式呈现多样
化，综合了绘画、摄影、装置等多
种创作手段。参展艺术家有岳云
龙、金上策、赵依莎、邓浩然、金晔
琳、陈继烜。

“桥-跨越与对话”艺术展开幕

“魅力女神”等你来参赛

近年来，国人对运动和旅游的热情不断高涨，体
育旅游逐渐成为一片有待开发的蓝海。马拉松、海
钓、滑雪、高尔夫、徒步、骑行等运动项目作为各大旅
行社细分主题产品的一大特色。相比于传统线路，游
客在体验当地玩法时又多了一种全新选择。以运动
之名，在旅途中收获更多快乐。 青年报 邵炯

即将于8月在巴西举办的里
约奥运会近期热度逐渐攀升，随着
2016奥运年夏天的到来，全球体
育运动爱好者们纷纷将关注的目
光投向了这片神秘的南美大陆。
尽管有媒体担心今年奥运会能否
如期举办，但仍挡不住大批体育迷
们计划前往巴西观赛、旅游。

笔者近日从同程旅游获悉，
受签证时长等限制，同程奥运主
题相关产品的销售已进入收尾阶
段，预计8月份前往巴西观看奥运
会、游览南美风情的游客同比去
年同期将激增4倍。

而在出境游市场领域，早在
2015年下半年，巴西里约奥运会
相关赛事旅游产品便开始得到游
客、尤其是体育爱好者的重点关

注。由此，同程旅游精心设计了
“奥运之旅”线路产品，如“奥运会
开幕式·巴西-阿根廷15日游”、

“奥运会女排决赛·巴西-阿根廷-
智利-秘鲁21日游”、“奥运会男
篮决赛·巴西-阿根廷15日休闲
游”等带有奥运会开幕式、国内传
统优势项目或热门赛事门票等线
路产品，成为体育爱好者的首
选。“奥运之旅”将贯穿包括里约
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伊瓜苏
瀑布、圣保罗等南美洲几乎所有
的主要城市和著名景点。

目前，除全力保障里约奥运
会产品预订、出游外，团队成员还
积极组织足球夏令营、篮球夏令
营、马拉松参赛游等体育旅游产
品，在体育旅游领域不断探索。

众多运动主题产品推出

精心设计奥运之旅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