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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专刊

■资讯

近日，由蓬莱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神仙日子 蓬勃未来”——
2016蓬莱（北京）招商引智暨城市
形象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蓬莱——“东方海上丝绸之
路”的起点，东方神仙文化的发源
地。至汉武帝时筑城，至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

千年蓬莱阁、八仙过海、海市
蜃楼孕育了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
仙山海韵的地理位置造就了蓬莱
独有的环境和气候优势。

北部百里黄金海岸—千年蓬
莱阁已成为城市坐标；中部百里生
态谷和18公里滨海葡萄观光带，
南部艾山国家森林公园等自然资
源优势，使蓬莱成为环境优美、生
态宜居的休闲度假胜地。立足自
然资源禀赋，多年来蓬莱致力于打
造“人间仙境、美酒之乡、休闲天
堂”的城市品牌，以争创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为目标，积极实施全域旅
游战略，建设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
城市。

城市坐标蓬莱阁为国家首批
5A级景区、相继又打造了5A级景
区1个，A级景区9个，各类景点40
多处，是山东省唯一拥有2个5A级
景区的县级市，年接待游客接近
1000万人次。

充分发挥地处北纬37°的地
理优势，把葡萄酒产业作为“百年
立市”产业，建设“优质产区、特色
葡园、精品酒庄”，先后发展葡萄酒
生产企业70多家，优质酿酒葡萄
基地16.8万亩，引进法国拉菲、君
顶等中外知名精品酒庄30多个，
成为“世界七大葡萄海岸”之一和
中国葡萄酒名城。

此次推介会，蓬莱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向海内外宾客抛出橄榄枝，
诚邀高端项目、高层次人才到蓬莱

投资兴业。蓬莱市委书记杨原田
在致辞中介绍了蓬莱历史文化、生
态环境、区位交通、产业优势。他
指出，近年来蓬莱借助独有的资源
条件，不断加快发展步伐，经济和
社会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好成绩，
是全国百强县、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
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葡
萄酒名城、中国特色魅力城市、全
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和全国文明城
市提名城市。他代表蓬莱人民向
各界人士发出邀请，欢迎各界朋友
前来旅游、居住、创业、发展。

亮出蓬莱“名片”，优良的投资
环境还吸引了驻京企业和投资者
的目光。在推介会上，中兴新能
源、首旅寒舍高端民宿、维斯顿聚
仙湾等10个项目组团与蓬莱“牵
手”，在旅游服务和装备制造等产
业领域开展合作。其中，中兴新能
源项目主要建设高效超净燃煤示
范电站，未来年可发电120亿千瓦
时，实现年销售收入45亿元、税收
15亿元；北京汖致露营项目，以景
区+营地为核心的方式，主要开发
汽车房车露营、户外主题活动、休
闲体育项目等休闲产品；维斯顿聚
仙湾项目，在蓬莱投资打造集海上
娱乐、餐饮住宿、生态度假、赛事会
议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度假项目。

亮出蓬莱“名片”，向世界发出
邀请。北京推介会是蓬莱系列推
介活动的首站，为了增强蓬莱城市
吸引力，叫响蓬莱宜居、宜业、宜游
的城市品牌，蓬莱聚集重点区域、
重点产业、重点对象，积极推介发
展优势和特色品牌。今年还将在
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开展招商引
资和旅游推介活动，在韩国举办招
商专题推介活动，进一步提升蓬莱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处青
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
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位于
四川省西北部，紧邻成都平原，这
里，山清水秀，草原辽阔，雪山耸
列，江河纵横，融气势磅礴、广袤
宽阔、俊秀幽深于一体。

这里，地形地貌复杂、沟谷交
错、气候多样，构成独特的地理环
境。保留了世界上别的地方早已
绝迹的动植物资源，如熊猫、珙桐

等活化石。
此外，还保留了在工业文明

中难以找到的静谧、古朴的壮丽
自然景观，如九寨沟、黄龙等世界
自然遗产。

据相关报道，阿坝州被世界
旅游专家誉为世界生态旅游最佳
目的地。

当你拿起相机随便按下快
门，摄下的就是一张张精美的明
信片。

青年报 邵炯

本报讯 今年是4年一回的
奥运年，也是奥运会举办第120
周年。为了满足广大奥运爱好
者以及收藏迷的迫切需求，即日
起至7月31日，2016年奥运纪
念藏品大展在江苏北路30号荣
兆园2楼上海东方收藏开展。在

现场，不但会展出价值210万元
的2008北京奥运徽宝典藏版，还
邀请到了世界著名奥运冠军。
此外，2008北京奥运会金镶玉奥
运金牌也亮相展会。同时“造币
泰斗”童友明与广大收藏爱好者
作交流。本次奥运藏品展，让你
用1天的时间就能欣赏到奥运
会120年漫长辉煌历史。

上周，《2016年暑期旅游意愿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家庭游需求依旧旺盛，避暑游、亲子游仍是主流。报告称，同去
年一样，今年最热的三伏天也是“加长版”，将持续40天。炎热盛夏催生了旺盛的避暑需求，避暑游成为旅游市场的大热门，除青
岛外，十大国内避暑游目的地还包括丽江、林芝、昆明、呼和浩特、秦皇岛、张家界、哈尔滨、阿坝、厦门。下面我们将着重介绍一下
林芝和阿坝之旅。 青年报 解敬阳

“八仙故乡·海市之都”在北京向世界发出邀请

来蓬莱，过一把神仙日子

避暑游瞄定“林芝”“阿坝”体验难以寻觅的静谧古朴之壮丽

林芝 摄影、科考、探险的绝佳去处

位于西藏东部的林芝，海拔
只有 2900 米，莽莽林海，花之海
洋，从高寒地带生长的雪莲花，到
亚热带盛产的香蕉，棕榈，物产资
源丰富，自然风貌保存完好。此
处景色与西藏其他地区迥然不
同，一派森林云海风光。

蓝天白云、冰川衬森林、碧湖
映雪山、风景绝伦。每到春季，湖
四周群花烂漫，雪峰阵列并倒影
湖中，景色宜人至极。秋季万山
红遍，层林尽染，天空碧蓝如洗，
火红的枫叶折射灿烂的阳光，倒

影在碧蓝的湖面，景色美不胜收。
被称为人类最后一处秘境的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与林芝近在咫
尺。这里生活着珞巴、门巴、僜人
等少数民族，他们以狩猎为生，豪
爽好客，民俗奇异，原始淳朴，至
今仍然保留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
活方式。

去林芝，于山寨竹屋栖身，于
白云山际放歌，于温泉花海沐浴、
是你融入自然、荡涤尘垢的梦幻
旅途，亦是你摄影、科考、探险的
绝佳去处。

代表景点1：鲁朗林海

来自印度洋温暖潮湿的气
流，夹带着丰富的水汽沿雅鲁藏
布江大峡谷一路攀高，最终被米
拉山搞大的山体拦截，这些荡漾
在林芝山谷间的暖湿气流，滋润
了鲁朗茂密的森林，使得这里终
年郁郁葱葱，最终形成了为人津
津乐道的景观——鲁朗林海。

当林芝被很多游客誉为“东
方小瑞士”的时候，鲁朗这些波涛
起伏绿色林海功不可没。

“鲁朗”藏语意为“龙王谷”，也
有人将其名字译为“叫人不想家的”
地方，这一地区河流纵横并且有着

林木葱茏的原始森林和漫山遍野的
杜鹃花，以及各种野生动物。

木篱笆、木板屋、星罗棋布的
牧民村落、草甸上溪流蜿蜒，野花
竞放，山间的云雾时聚时散，雪
山、林海、田园勾画了一幅恬静、
优美的“山居图”。所以来到鲁
朗，又怎能错过在这样的环境中
游走一番，放松身心。

东久林场小镇位于318国道
旁边，是鲁朗林海最繁华的核心
地带。一般游客吃饭、住宿都在
这里。小镇很简单，但颇有些西
部公路片的感觉。

巴松措又名错高湖，藏语中
是“绿色的水”的意思。巴松措湖
面海拔 3700 多米，湖面面积达
6000多亩，位于距林芝地区工布
江达县50多千米的巴河上游的
高峡深谷里。

巴松措湖水清澈见底，四周
雪山环抱，如一块镶嵌于高山峡
谷的碧玉，宁静薄媚又不失大
气。与西藏其他三大神湖相比，
巴松错完全是别样的感觉，所以
到了林芝，没有理由不去巴松措
体验一下。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巴松
错这一汪碧水的与众不同。清
晨，微风裹挟着湖畔青草的香气
拂面而来，草间的露水尚未淡去，
巴松错湖面仍被昭昭雾气笼罩，
隐隐翻着碧蓝色光，一缕霞光越
过山巅射向粼粼波光的湖面上。
巴松措之晨即刻被熏染得如同晨
光中羞涩的少女一般，生动而有
趣起来。偶有黄鸭、沙鸥、白鹤等
飞禽掠过或浮游于水面，给原本
寂寂无声的湖水，凭添些许生动
的语言。

代表景点2：巴松措

黑水县位于四川阿坝州中部，
平均海拔3544米，县城海拔2350
米。黑水境内群山屹立，山峦起
伏，群峰对峙，河谷深切，海拔5200
米以上雪峰4座。境内岷江上游
三条支流黑水河、毛儿盖河、小黑
水河和48条溪流形成网系。

黑水县是旅游资源富集县，景
点组合完整。境内山峦起伏，河流
纵横，水秀山青。拥有全国罕见的
大规模成片彩林、千年冰川、高原
湖泊、草甸，藏羌文化汇流和革命
史迹为一体的各种资源。

有神奇魄丽正在积极申报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卡龙沟风景区；
有流光溢彩、全国罕见的人称“八
十里画廊”的奶子沟彩林；有神秘
多姿的现代冰川——达古冰川；巍
峨屹立的三奥雪山，热水塘温泉等
自然景观；还有唐朝摩崖造像、明
清时期的石刻石碑等人文景观和
浓郁的藏羌民族文化风情。

特别是达古冰川填补了阿坝
旅游的“空白”，形成了“春观冰
湖、夏观冰川、秋观彩林、冬观冰
雪”的旅游发展格局。

四姑娘山位于四川阿坝小金
县与汶川县交界处，由四座长年
被冰雪覆盖的山峰组成。这四座
雪峰如同四位容貌俊俏的少女，
所以被称为“四姑娘山”。四姑娘
山从北到南，在3~5公里范围内
一字排开，其高度分别为 6250
米、5664米、5454米、5355米。分
别被称为幺妹峰、三姑娘山、二姑
娘山、大姑娘山。其中最美丽也
最具难度的就是幺妹峰。

四姑娘山被当地藏民崇敬为
神仙，山峰巍峨，风光旖旎，山体

陡峭，直指蓝天，倍受户外爱好者
和摄影爱好者推崇。山上不为白
雪覆盖的部分，森林茂密，绿草如
茵，清澈的溪流潺潺不绝，宛如一
派秀美的南欧风光，人称“东方的
阿尔卑斯”。

对普通游客来说，游览四姑
娘山是看山，但看山也只是四姑
娘山的一部分而已，四姑娘山的
景色绝不能简单的以山来概括，
四姑娘山之美，除了山之外，还有
草甸、牧场、嘉戎藏族风情等与高
原相关的景色。

代表景点1：四姑娘山

代表景点2：黑水

阿坝 保留了世界上别的地方早已绝迹的动植物资源

奥运纪念藏品展过足眼瘾
玩转蓬莱

别放过这些地儿

[链接]

青年报 解敬阳

本报讯 随着我国医疗美容
需求的增加，整形手术数量已占
据全球整形手术总数的12.7%，
成为全球第三整容大国。数据
显示，2015年医疗美容产业高达
4000 亿元人民币，成为继房地
产、汽车、旅游之后的第四大服
务行业。

但医疗美容风光的背后，随
之也产生了许多风险和乱象，因
此医疗美容领域急待更多权威

机构的介入和保障。为此，爱美
贷和中国太平保险联合推出的
医疗美容类保险，旨在为爱美的
消费者提供更优质、安全的高品
质医疗美容服务。

据了解，爱美贷是集合美容
分期服务、美容授信服务、美容
资讯服务、美容保险服务于一体
的互联网医疗美容综合性服务
平台。目前该平台已入驻国内
多家知名医疗美容医院、美容
院、纤体中心、齿科整形、眼科中
心等大型医疗美容机构。

青年报 邵炯

本报讯 由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指导，上海朵云轩、上海中国
书法院、海上兰亭书法院联合主
办，亳州市文联、利辛县政协、中
国书画家报联袂承办的《“问道”
邵玉祥书法作品展》，于近日在
朵云轩美术馆隆重开幕。

邵玉祥是当代青年书法创
作中的佼佼者，屡次在国展中入
展获奖，在楷书、草书、行书创作
上立足传统并有着自己的特色。
他的书法创作得到了当今老一代
书法家的肯定和赞誉，也得到了

海上书法院及文化界的高度认
可。本次展出的是他近期创作的
书法作品80余件，展示了他在不
同书体间的探索与追求。

邵玉祥对海派书法有浓厚兴
趣，对吴昌硕、沈尹默、白蕉等大
师更是仰慕已久。这次举办的
《“问道”——邵玉祥书法作品
展》，就是来与上海广大书法家和
书法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并建
立一个独立的个人创作空间，从
北京走入上海，继承海派书法的
独立、包融、自由、传统的精神风
貌，使个人书法在展示传统功底
的同时更带有鲜明的个性风范。

青年报 高彩云

本报讯 第16届CBME中国
孕婴童展、童装展日前在国家会
展中心盛大开幕。此次展览携
手来自全球的专业观众和3673
个孕婴童品牌，关注消费需求与
理念升级，以创新驱动提升产品
力，探讨产业趋势动向，提升全
渠道商贸对接效率。

中国孕婴童市场持续快速
发展，同时消费者需求与理念加
速升级，更青睐差异化和高品质
产 品 。 此 次 展 览 面 积 增 至
223305平米，展商达到2366家，
包括贝亲、帮宝适、新安怡、惠氏
等3673个来自全球的知名品牌
携最新产品与理念集中亮相，其
中32%来自海外。

如西班牙婴童产品协会
(ASEPRI)就携 13 家会员企业参
展，其中有5家西班牙童装品牌
BABYBOL、BOBOLI、FOQUE、MAYOR-
AL 和 TUCTUC，在CBME的 CKF秀
场进行了品牌走秀。让中国消
费者领略了西班牙的 Fashion
Style，格外引人关注。西班牙
婴童产品协会负责人Lores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2年，西班
牙婴童产业协会，将一如既往的
扶持西班牙婴童企业进军中国
市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2016 CBME 中国主办方表
示：“2016 年 76%的孕婴童企业
预期增长，产业持续实现快速增
长。CBME中国将继续帮助产业
各方把握消费新需求，推动产业
升级和健康发展。”

医疗美容保险提供安全服务

CBME孕婴童展盛大开幕

“问道”邵玉祥书法作品展举行

●三仙山、八仙过海景区
三仙山指的是古代神话传说

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

这里曾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寻

求长生不老的地方。景区靠海，

视野开阔，最宜登高远眺。

三仙山对面就是神话传说中

八仙过海的地方——八仙过海景

区。这里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

林、最大的海上奇石林、最长的海

上长廊、最高的海上楼阁，以八仙

为主题的玉器、瓷器、漆雕、木雕、

石雕随处可见。

●蓬莱欧乐堡梦幻世界
蓬莱欧乐堡梦幻世界就在蓬

莱市内，是挑战自我极限、扮萌卖

呆、回归童年的不二之选哦。蓬

莱欧乐堡梦幻世界分为童话镇、

勇者挑战区、魔幻城堡、天鹅堡、

环游世界区、探险乐园区、欢乐派

欧洲街七大主题区。

来到欧乐堡的人，是绝对不

能错过“俄罗斯国际大马戏”表演

的。每天多场的大马戏表演，像

一场超震撼真人版的视听盛宴，

极度挑战我的试听神经。

●海洋极地世界
蓬莱海洋极地世界汇集了北

极熊、北极狐、白鲸、海象、企鹅、海

豚、海狮、海豹等世界各地近百种

的海洋生物，全部场馆由热带雨林

馆、极地动物馆、鲸鱼湾、海底世

界、水母馆、水下剧场等组成，是目

前亚洲最大的海洋馆之一。

在蓬莱海洋极地世界，可以

看到超精彩的表演项目，个人推

荐：憨态海象表演、白鲸水秀表

演、水下芭蕾美人鱼表演。滑稽

海狮表演、刺激的海豚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