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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S弓箭俱乐部

朋友都说这是个神奇的
地方，经常可以看见射箭的大
神，每箭都射中靶心。场馆布置
很朴素，有10米，18米，30米和50
米的箭道。新手也不用怕，有教
练陪同，他会给你选择合适的弓，
教你基本动作和射箭要点，慢慢
就可以找到感觉了。

地址：青羊区华研四组318号
价格：平常价60元一小时、

团购价45元一小时。

♥自由发挥陶艺体验馆

周末除了吃吃喝喝，当然可
以做点有趣的事。在陶艺这个
有惯性的旋转世界里体验一把
文艺生活，制作，风干，上色，烧
制。当拿到成品的那一刻，才明
白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地址：成华区万
科钻石广场A座1915
价格：团购价格 68

元、58元/人

♥环球明星蜡像馆

在这里，可以和各路名人明
星近距离接触，无障碍合影，世
界各地的超级名人和男神女神
都集聚一堂，等待你的到来。

近距离“采访”威廉王子和
凯特王妃，跟李小龙一起摆一个
经典pose，安吉丽娜·朱莉、小罗、
张大千……无论你喜欢电影、体
育还是艺术，在环球明星蜡像馆
都能找到各个领域的明星，和他
们来一次亲密互动。

地址：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1700号环球中心负一层地铁商
业B区

价格：65元/人
（何梦里报道）

完美陌生人
七个常年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吃

晚餐。忽然他们决定与对方分享每一
个短信的内容，包括他们收到的电子
邮件和电话，由此许多秘密开始公布，
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波动。

@karenlin：2016年度最佳之
一！神剧本！一间公寓内的群戏
安排得张弛有度，趣味横生，亲情
友情爱情全部涵盖。最后三十分
钟全程高能，当汹涌的暗流被摆上
台面，夫妻朋友间的猜疑、愤怒、痛
苦都被展现出来。最后月食结束，
一切像是从未发生，抑或一切已经
改变？

@shinasayo：结 局 有 些 意
想不到，最后一幕更是神来之笔。
人是需要隐私的，但我们要让另一
半意识到，我留给你隐私，你应该珍
惜它，而不是用来为所欲为。有人
际就有明暗，如果实在忍受不了虚
与委蛇，也可以自生自灭。有得有
失，两个老人的那一幕告诉我们，有
人陪伴终是美好的，即便为了这份
美好要付出很多忍受很多。部分市民青睐“私人定制”

家住碧华邻的王女士的儿子今年
高考，最近她正在考虑暑期带儿子去哪
里玩的问题。“跟团游并不适合我们，我
们一家三口都喜欢自由，出去玩不太喜
欢受时间等因素制约。”王女士说，去年
暑假，他们一家和哥哥一家一起去青海
湖，事先在网上联系了当地的旅行社，
提出了要求之后，旅行社帮他们设计了
适合的线路，为他们提供了导游和车
辆。

“感觉玩得很好，既没有跟团游的
约束，自己又不用太操心，吃住行交给

旅行社处理，今年我们还是考虑这种方
式出行。”王女士说。

无独有偶，大学退休教师刘老师也
很为出行的事情伤脑筋。“我和老伴都
退休了，也都很喜欢出去玩，全国各地
去了不少地方，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大
多数是跟团游，不过跟团游次数多了，
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刘老师说，他和老
伴的收入都还可以，经济上没有什么问
题，对出行的要求也早就过了追求“到
此一游”的阶段，“我们更希望的是把我
的一些想法告诉对方，对方就按照我的
想法来定制行程，这样一方面出去之后
衣食住行不用操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玩
得更舒服一点。”

去哪儿玩客户说了算

“私人定制”即根据客人的特点和
需求打造及提供专属于他的个性化产
品和服务，这一概念多被应用于奢侈品
牌和高级时装，高级定制系列，通常被
看做是最能体现品牌地位和价值的象
征，如今从珠宝定制、婚纱定制到豪车
定制，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都可
以实现个性化定制。旅行同样如此，在
青羊区 WORKING联合办公众创空间
里，就有一家叫“由己之旅”的私人旅行
定制公司。

“事实上，团队游确实在逐渐减少，
散客化的自由行趋势越来越明显。”由
己之旅的负责人表示，除了像自己一样
的一些在线旅游网站能够提供完全个
性化定制旅游外，很多传统旅行社在产
品服务升级方面也做出了改变。“现在
跟团游的推广越来越难做了，所以很多
旅行社都在压低价格，你价格下来了，
质量肯定可想而知；自由行又确实比较
费事，而且如果旅途中遇到问题无法求
助，尤其是对于一些年纪较大的人并不
合适。所以才出现了私人定制旅行的
公司，对人数没有太多限制，你提出你
的要求，我们能尽量满足你。”

该负责人还表示，现在传统旅行社
面临一定的困境，而团队游个性化、小
型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选择私人定制
的形式，能够完全满足游客的个性需
求，让自己的旅行“不将就”。

“一对一”定制尚有差距

“虽然现在网络上绝大多数旅行社
都能够提供一些比较个性化的旅游产
品，不过离真正的‘私人定制’尚有距
离。”在青羊区从事旅行社工作多年的
张小米说，受限于规模，目前大多数旅
行社都是作为分销商在为旅游产品批
发商销售产品，自主开发产品较少，好
在现在的旅游产品种类繁多，从高中低
端可以选择的面很广，一般都能够帮顾
客找到满意的产品，不过本质依然销售
的是原有的产品。而真正的“私人定
制”旅游产品是为顾客提供一种个性
化、专属化、“一对一”式的高品质服
务。从旅行准备、目的地选择，到吃喝
玩乐的定制，全部由游客自己说了算。

“真正的‘私人定制’要求手中掌控
的要素足够多，比如以旅行社行业常说
的‘控房’来说，当顾客提出要住哪个酒
店，你有没有能力一定能帮顾客拿到
房？”张小米认为，这也是市场上的旅行
社虽然都能为顾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
产品，却绝少有敢打出“私人定制”牌的
原因，“有了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只
有手中拥有足够的要素，又达到了足够
的规模，才能够真正满足私人定制的各
种要求。另外，‘私人定制’也对旅行社
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在游客
越来越专业，在出行前他们也会自己做
很多功课，这就要求从业人员比他们更
专业。” （谢博报道）

家住水木光华的张正是一位
自由撰稿人。每年 7、8 月，当天气
热得不像话时，他就会整理好手上
的工作，带着全家人去到比较凉爽
的地方小住一阵。

“下个星期我们一家人打算去
邛崃花楸村，那里比较凉快，空气好
风景美，最重要的是人少，适合老人
小孩居住。”对于避暑之行，张正有
自己的安排，“那边的农家乐我已经
联系好了，吃住都没有问题。但是
我由于工作原因只能在那边待一
个星期，到时候我先回来，家里人可
以继续留在那边避暑，过一段时间
我再去接他们。”张正觉得，炎热的
天气正好给了全家一个吃农家饭、
住当地民宿，与繁华隔绝、与自然亲
近的机会。“全家一起避暑，其实不
光为了躲避炎热天气，也为了身心
得到舒缓，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享
受当下的宁静，同时拉近家人间的

距离。”
今年大学二年级的李姝雅对

于夏天是又爱又恨。“夏天是彩色
的，西瓜、美女、墨镜……各种元素
应接不暇，夏天就是穿短裙、吃冰
棍的天下啊！但是，美好如夏天，
也有最致命的缺陷——一出门，就
感觉自己变成了行走的‘五花肉’，
快被烤糊了！”

年轻人有自己的消暑方式，这
个暑假，水上世界、游泳馆成了李
姝雅和朋友的“根据地”。有没有
别的好去处呢？李姝雅跟朋友商
量之后，上周末去了位于峨眉山的
罗目古镇漂流。

“罗目印象漂流全长 5 公里，
整体落差达到了 106 米。我们几
个女孩儿坐着橡皮艇，在激流中前
进，狭窄的河道，湍急的水流，沿途
充满欢笑和美景，还有点刺激，真
是太好玩了。”李姝雅对这次漂流，
有着深刻的印象：“据工作人员介
绍，整个漂流分为两段，第一段叫
激流勇士，第二段为休闲逍遥。经
过 1 个多小时的漂流，我们终于漂
到了终点罗目古镇。除了漂流，古
镇上的美食也非常吸引我们，鸡蛋
饼、泡酸笋，还有炒面……现在想
起来也馋。”

李姝雅告诉记者，罗目印象漂
流相比较于成都人熟知的虹口漂
流等地，水质更清澈，人更少，收费
也比较合理，周边其他游玩项目也
不错。“漂流的时候水花溅在身上，
大家笑着闹着叫着，让我忘记了炎
热的天气，也忘了许多烦恼，整个
人非常轻松愉快。”

每年夏天，都有两场战役开打，
一场是防暑大战，一场是驱蚊大
战。防暑大战，开一个空调就能搞
定。但是驱蚊这场战役，敌动我不
动，敌在暗我在明，战斗形势极其严
峻。为了尽早拿下驱蚊大战，许多
宝贝爸妈更是为选择驱蚊“武器”绞
尽脑汁。记者在各大超市走访发
现，如今市面上针对儿童的驱蚊产
品品种越来越多，那宝贝爸妈到底
该如何选择？

儿童驱蚊尚无标准

驱蚊品没有年龄分类，市面上
热卖的儿童驱蚊品质量该如何把控
呢？质监局提醒消费者，我国的驱

蚊产品并无婴幼儿或孕妇使用的等
级，也没有相关技术的认证。因此，
购买时不要盲目相信产品包装上所
标志的“婴幼儿、孕妇专用”等宣
传。驱蚊品也并非越贵越好，尽量
不要给婴幼儿和孕妇使用驱蚊环、
驱蚊贴产品。

选择购买要谨慎

带孩子去户外探险爸妈们总是
被蚊虫问题困扰，商家也是看准了
这种心理，于是市面上针对儿童的
驱蚊产品层出不穷，有液体、膏体甚
至还有手环和驱蚊贴等，对于儿童
驱蚊品并不是越贵越好用。

相关专家提醒，妈妈在选购时
要首先考虑宝宝的过敏史，若孩子
有过敏迹象，要停止使用化学驱蚊
液。不少妈妈出门太依赖化学驱
蚊，不要随便使用民间配方风油精，
风油精中含大量酒精，会对宝宝的
皮肤产生伤害。 （谢博报道）

晴or雨跟我有什么关系？
室内游玩全搞定

天晴太热，下雨太烦，周
末不知去哪玩？别担心，室
内游玩项目那么多，穿上
你新买的连衣裙，约

上小伙伴一起
去吧。

为夏日添上一丝清凉为夏日添上一丝清凉

炎热的天气，连呼吸都是热。想躲开赤红炽烈的盛夏骄阳，除了
宅在家吹空调，成都周边还有许多避暑好去处。漂流，古镇，竹海，小
山村……无论是上山下水，总有一丝清凉等待着你的到来。 成都周边

避暑地推荐
【邛崃楠木溪】位于天台后

山，离高何镇 4 公里，山清水秀，清
风拂面，非常凉快，特别是去爬那
未经开发的山路，犹如世外桃源。
溪上，一座座横架在山沟上的廊
桥，溪边，一栋栋仿古建筑，仔细品
味，还真有些人间仙境的味道。

【都江堰王婆崖】位于都江

堰市中兴镇境内的青城山麓下，不
要门票，区内有孟江河和两河，距
成都 80 公里，山清水秀，远离城市
的喧嚣，山里气温比成都市区平均
低十摄氏度左右，游泳、耍竹筏，非
常的凉爽。

【蜀南竹海】位于宜宾市长

宁和江安县境内。登高四望，苍山
如海，碧涛起伏，是罕见的翠竹海
洋。竹林景观以楠竹为主，有人面
竹、花竹、凹竹、罗汉竹、香妃竹等
30 多个品种。竹鸡翻飞，竹蛙可
闻，名贵的山珍竹林荪也时有所
见。掩映在竹林深处的竹庐、竹
桥，令人心旷神怡，俗念顿消。

【雅安龙苍沟】位于雅安荥

经县东南 30 公里龙苍沟乡境内，
山势柔和舒缓，连绵起伏的山岭形
成圆润舒展的曲线。公园内有人
参沟、龙苍沟、马草河水系，形成丰
富的清流、跌水、深潭、飞瀑景观，
尤以天生桥瀑布最为有名，在瀑布
下面吹风，在森林中探险，相当巴
适。 （何梦里报道）

私人定制旅行
寻觅全球最心动的风景寻觅全球最心动的风景

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上车睡觉，下车
拍照”这样简单粗暴的观光旅游方式，已经无法满
足一些对出行品质有较高要求的人群的需求。“私
人定制”这样一种出行方式开始逐渐兴起，不少旅
行社和旅游网站通过服务创新来满足游客日趋多
样化的旅行需求。那么，“私人定制”离我们有多
远？

光影汇

驱蚊品种花样多
谨慎选择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