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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中“追寻桃花源活动”完美收官
由湖南宝中旅游、 重庆酉
阳景区、腾讯大湘网联合主办的
“
挑战新生代、宝中带您追寻桃花
源”主题活动在湖南宝中总部、营
业部伙伴、供应商伙伴共同努力
下于4月23日组织将近400名湖
南学子游览梦幻桃花源，这是湖
南宝中首次走入大学校园，也是
湖南宝中2016年多场春季活动
中的又一完美收官之作。

师大摘得桂冠
4月21日，“重庆酉阳桃花
源走进湖南高校”“追寻心中的
桃花源·湖南大学生H5创意大
赛”和2016“挑战新生代·湖南
高校最强五人组挑战赛” 决赛
在满园花开的重庆酉阳桃花源
景区开启。 超过60名学生共同
参与到活动进程中，经过7轮层
层决选， 共有来自7所高校的8
支队伍进入到决赛角逐，最后来
自湖南师范大学的智商超群队
揽走万元现金大奖。
决赛共分为7个关卡，从酉
阳古城起点途经桃花源牌坊、
大酉洞藏书阁到桃花林至陶公
祠前坪挑战完成， 关卡设置覆
盖整个景区大约8公里距离，可
见此项赛事不仅是协调和默契
的较量， 更可谓体力与智慧的
多重博弈。 参赛队伍以抽签的
方式决定顺序， 依次向关卡发
起闯关挑战。 其中包括考验体

酉阳桃花源景区湖南片区
负责人王成丰先生表示，
“
大学生
是一个富有创新创意精神的群
体，此次来到湖南举办高校最强
五人组和H5创意大赛，是希望通
过这样的活动形式挖掘大学生
的潜能，通过移动新媒体和来自
大学生最富前沿精神的创意将
酉阳桃花源的美景和别样风土
人情展现在更广阔的市场面前。”
经过7轮选拔比拼，最终湖
南师范大学智商超群代表队夺

五一小长假，让你一次玩个爽
五一小长假马 上 就要 来
了， 面对只有三天的假期，对
许多喜欢旅行的人来说绝对
是一个折磨。如果在小长假期
间加上自己的年假，便能避开
拥挤的人潮，还能用实惠的价
格享受到舒适的行程。

力以及团队默契的“跳长绳关
卡”，考验表演和随机应变能力
的“圆桌棋盘信息传递游戏”，
需要结合国学和知识储备的
“识别篆书关卡”以及需要动用
心算记忆能力的鸡犬相闻关
卡。 其中， 在解密桃花源关卡
中，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摇身
变为一份藏宝图。如何找到“宝
藏”， 揭开桃花源神秘的面纱，
将考验各队的洞察 力和 行 动
力： 参赛队伍全体成员需要进
入陶公祠内， 在守关员手中获
取带有接替提示的信封， 根据
信封提示在《桃花源记》中找到
答案。 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智
商超群代表队在这一关中充分
发挥了团队协作的力量，一度领
先于其他队伍，在比赛时间上一
马当先，最终抱得冠军大奖。

通过活动挖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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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小贴士

1 出门记得问天气
春游都会遇上低温阴雨、浓
雾、强对流天气以及雷电的气候
状况，正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
将息”，所以，游客要注意穿着适
当， 记得随身带件保暖的外套，
尽量提前取得旅游当地的气候
资料。

[线路一]
精品欧洲游，翩翩花少行

湖湘学子在桃花源合影留念。

得冠军、 湖南大学别出新材代
表队获得第二名、 湖南第一师
范学院挑战者代表队获得第三
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宝宝
队、长沙理工大学爆米花队、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蚁队、 中南大
学开心就好队、 长沙商贸学院
四团一少队分别获得优胜奖。
此次活动不仅是旅行社与
景区的融合， 也通过新颖的比
赛形式展现出“惟楚有材于斯
为盛”的湖湘精神。
■通讯员 雷琳琳

链接

与客户“零距离·邻相约”
宝中旅游（集团）将完成全国25-30个子公司的组建运营，服务网
点2500个，营业收入力争突破200亿的目标。宝中旅游（集团）目前已初
步实现了经营规模化和全国发展规划目标， 正逐渐从地区性旅行社向
全国性综合旅游集团公司转型发展，宝中旅游（集团）未来企业发展目
标是将宝中旅游打造成中国最大的连锁旅游服务商之一。
湖南宝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18日，是由湖南各
市州的13家优秀旅行社在长沙联合打造的创新型旅行社。至2015年底，
在长沙坐拥100余家营业部，全省营业部数量达300余家，以其“优质、专
业、实力”的企业服务理念，实现与客户的“零距离·邻相约”。

第一季的《花儿与少年》，
画感精美的异国风情和风景
秀丽取景点，让姐弟们走过的
足迹成为旅者们争相跟随的
地点。现在宝中国际旅行社推
出德、法、瑞、意12日游，回味
“花少”的旅程。
由长沙直航法兰克福开
始行程，游玩法兰克福现代化
市容中唯一保留着中古街道
面貌的罗马广场，在正义女神
喷泉下回想中世纪法庭审判
的情形。
畅游“世界花都”巴黎，感
受浪漫之都的醉人情怀，巴黎
是历史之城、美食之都和创作
重镇，成千上万的橱窗摊铺里
充满了琳琅满目的创意产品、
时尚设计师作品。形形色色不
同背景的巴黎居民，为这座梦
想之城带来缤纷活力，形成花
都独一无二的印记。造访世界
三大博物馆之一的法国国家
艺术宝库——
—“卢浮宫”，断臂
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

2 旅行必备工具
和胜利女神石雕等诸多人类
文明史上的瑰宝，拥有的艺术
收藏达40万件以上， 包括雕
塑、绘画、美术工艺及古代东
方、古埃及和古希腊、古罗马
等6个门类。 从古代埃及、希
腊、埃特鲁里亚、罗马的艺术
品， 到东方各国的艺术品，有
从中世纪到现代的雕塑作品，
还有数量惊人的王室珍玩以
及绘画精品等等。
飞往意大利， 游览水城威
尼斯、古城罗马，来到徐志摩笔
下的翡冷翠——
—佛罗伦萨，充
分感受意大利的文艺气息。佛罗
伦萨是极为著名的世界艺术之
都，欧洲文化中心，欧洲文艺复
兴运动的发祥地， 歌剧的诞生
地， 举世闻名的文化旅游胜地，
著名的文化古城和艺术天堂。
傍晚邂逅托斯卡纳中 世

纪古城——
—圣吉米尼亚诺，跟
随花儿与少年的脚步感受美景。

[线路二]
雪域佛国，回归心中的宁静
尕海 ， 是甘 南第 一 大淡
水湖， 是青藏高原东部的一
块重要湿地， 被誉为高原上
的一颗明珠。 作为候鸟保护
区， 尕海野生动植物资源丰
富，水草茂盛，是许多珍稀鸟
类南迁北返的落脚点和繁殖
基地。亲近自然，在水天一色
中，回忆童年的记忆。
随车前往郎木 寺 ， 郎木
寺 原 名“达 仓 郎 木 ”， 是 安 多
藏区名动四方闻达世界的佛
教圣地，为藏传佛教寺院，创
建于公元1748年。 藏传佛教
兴起后， 在那里建寺已历千
年，但仍被命名为“虎穴仙女

寺”——
—郎木寺。
乘车 赴夏 河， 游 览 藏 族
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煨桑
助阵的桑科草原， 领略草 原
美景 ， 参观 牧 民 帐 篷 、 体 验
牧民生活。 桑科草原有 大 夏
河水从南到北徐徐流过，水
草丰茂，风景优雅，蓝天白云
下牛羊成群， 一派自然 田园
风光。
既然来到了西北，肯定要
参观西关清真寺。俗有“客寺”
之称的西关清真寺，体现了回
族人“围寺而居”的特点，它不
但做为回族穆斯林举行礼拜
和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还负
责传播宗教知识，培养宗教职
业者。它在回族穆斯林心目中
有着重要位置，也是回族建筑
艺术的代表。
■袁宇哲

出去旅游一定要带好必备
工具， 走之前还要再检查一遍，
以防有漏的东西。也尽量不要拿
一些沉重而且又无价值的东西，
像吃的喝的这些稍微拿一点就
行了，拿多了反而会增加你的负
担。

3 带好相关证件
要带好身份证、学生证等对
你有用的证件，另外学生证是半
价哦！

4 关注航空公司对托运行
李的规定
各航空公司对托运行李的
规格和重量会略有不同，出发前
核对好相关航空公司的行李托
运规定，以免行李丢失或延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