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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激战正酣，以拼
搏、坚持为代表的足球精神，
得到了完美诠释。其实，这种
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也常见：9
名来自北京、平均年龄60岁
的骑手，从成都出发，用时22
天骑行2200多公里，翻越14
座高山，最终成功抵达拉萨。

担任此次骑行的领队任
兴革今年62岁，退休前他开
了十多年的出租车，体重一
度达到200多斤。“我之前有

‘三高’，徒步走一公里都喘
不上气，退休后打算好好锻
炼。”经人推荐，2012年任兴
革接触到骑行。第一次骑行
他就遇上了不少同龄人，慢慢
地他们聚在了一起。在骑游
过程中，“老年骑行队”不仅开
阔了眼界，更积累下大量的骑
行技巧和野外生存知识。

川藏线是很多骑手心目
中的圣地。今年5月，任兴革
在微信群里发出邀请，包括
他在内，共有 9名队员报名，
最大的 68 岁，最小的 53 岁，
平均年龄60岁。

旅行攻略是出发前必须
要做的，作为领队，任兴革查
阅了大量资料，规划了详细

路线。想要征服川藏线，最
重要的还是身体。当医生表
示“不赞成”时，“我们觉得自
己身体还不错，还是决定试
一试”。9 名队员先来到成
都，稍作休整后出发。

美景和意想不到的困难
都在迎接着这些老骑手。首
先是高原反应，个别队员上
吐下泻，两名女队员脸也肿
了起来，“出现这些情况就要
休息了”。另一个困难是天
气，但没有人轻言放弃。为了
不让家人担心，每天到达住处
后，大家都向家人汇报情况。
任兴革说，每个踏上川藏线的
人都有自己上路的理由，在
准备充足、量力而行的前提
下，年龄不应成为牵绊。（摘
编自《北京晚报》）

七八月有出境游计划的
人们，现在该行动起来了。
一段旅程中，最重要的两部
分是机票和酒店，如果能在
这两环节上省钱，算下来，也
是可以省下一大笔的。

机票 一般机票预订可
通过OTA网站和航司官网两
种方式。即便在OTA网站上
预订机票，也要绑定对应的
旅客积分卡。另外，候机时
部分信用卡持有人可以免费
去机场贵宾厅休息。JCB信
用卡金卡以上的卡片类型，
可以免费使用其合作的金色
世纪贵宾厅，在国内及境外
很多机场尤其是亚太地区都
有覆盖，而 JCB 金卡以上的
卡片，很多银行都合作发
行。部分银行的白金卡也能
享受机场贵宾厅。招行经典
白金卡提供 6 次全球 100 多
家机场贵宾厅权益；交行标
准白金卡提供 6 次“沃德财
富”机场贵宾厅和6次龙腾出
行机场贵宾厅。

酒店 一般 OTA 网站预
订有两种方式，国内有携程、

去哪儿、飞猪旅行，一般是含
税价即时结算，在预订的同
时以人民币的价格先付款，
后入住；而国际上有Hotels、
Booking、Agoda，且都支持
中文服务，支持微信支付、支
付宝及银联卡，预订时一般
以当地货币或美元价格显
示，在入住的同时结算。两
种方式各有优劣，一般国内
的结算方式在使用信用卡
的时候，算是网络消费，部
分卡种可能会没有积分；而
到店结算，一般算线下刷
卡，且算境外消费，但可能
要承担汇率的动态变化导
致的汇率损失。这时信用
卡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
些银行和酒店发行了联名
卡，比如中信 IHG 联名卡、
工商香格里拉联名卡等；而
一些银行虽没有发行联名
卡，但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旅
行权益，比如招行经典白金
卡，可以在优惠期内享受 4
次境内外酒店和额外 2 次境
外酒店贵宾价入住权益。（摘
编自《山西晚报》）

大同推出9条
旅游直通车线路

日前，山西大同市 9 条
线路全域旅游直通车正式启
动。运营线路直达阳高、天
镇、广灵、灵丘、大同县、左
云、新荣区等过去只闻其名
难见其貌的县区景点。乘坐
直通车的游客，可办理“大同
旅游交通一卡行”业务，购卡
可到大同市旅游集散中心各
营业部、大同中旅各营业部
线下办理，也可通过建设银
行手机银行、大同旅游网
（tour.sxdtlyw.com）、大同旅
游微信公众号线上办理。（摘
编自《北京日报》）

老骑手22天挑战川藏线 巧用信用卡
境外出游能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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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伊始，铁
路方面又有好消息
传来，广东江湛铁
路开通运营，将粤
西接入高铁家庭。
另一边的彩云之南
也不甘寂寞，昆楚
大铁路入滇西大
地。高铁线路的开
通，也延伸出
全新玩法和
产品，开启了
云南和粤西旅游
的3.0时代。（摘
编自《羊城晚报》

《广州日报》等）

江湛铁路通车，看看联游新玩法A

与海为邻的江湛铁路，串联起粤西地区的江门、阳江、茂
名、湛江4个地级市，同时也把滨海文化、侨乡文化、美食文
化、雷州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联结起来。从广州出发，途经江
门、双水镇、台山、开平南、恩平、阳东、阳江、阳西、马踏、电白、
茂名、吴川、湛江西等站点，全程仅需3小时。

江门（新会站）

小鸟天堂位于江门新会
会城以南 10 公里天马河的
一座小岛上，是国内最大的天
然赏鸟乐园。这里鸟树相依、
百鸟纷飞，一棵大榕树历经
400余年繁衍，覆盖全岛，独木
成林。岛及周围湿地已形成
以鹭鸟为主、兼有20多种国
家二级保护鸟类的栖息地。

此外，新会陈皮鸭是必
尝的菜式。

开平站

锦江里碉楼群有三座最
具吸引力的碉楼，其中瑞石
楼大约建于公元1923年，有

“开平第一楼”的美誉。瑞石
楼在立面上运用西洋式窗楣
线脚、柱廊造型，大量的灰塑
图案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的
福、禄、喜、寿等内容，在西洋
的外表下蕴涵着浓郁的传统
文化气息。

不得不尝的是开平黄鳝
饭，黄鳝撕成条，用柴火做的
煲仔饭，非常香脆可口。湛江西站

湖光岩，作为湛江八景
之首，以独特的玛珥火山地
质地貌著称。湛江徐闻生产
中国近一半的菠萝，有着“菠
萝的海”的美誉。这儿的菠
萝果肉色深黄、软硬适中稍
嫩，肉量较密，果汁特多，香味
浓、清甜可口。湛江盛产海
鲜，尤其是生蚝、海虾等。大
排档推荐去霞山海上城市门
口、赤坎的百姓村美食街等。

湛江+海南：搭乘江湛铁路到湛江，从湛江徐闻直接坐过海
轮渡（约1.5小时）抵达海口，开启“东方夏威夷”的探秘之旅。

湛江+广西、越南：南广、江湛高铁无缝接驳，所以，可以跨
省游北海，而抵达南宁后前往东兴过境越南，高铁也能带你领
略异国风情。

昆楚大铁路开通，彩云之南深度游B

从昆明出发，途径广通北、楚雄、南华、云南驿、祥云南、大
理东、大理等站点，全程最快2小时。铁路东端通过昆明站和
昆明南站连通全国铁路网，西端连接大瑞、大临、大丽铁路。

楚雄站

有“滇中翡翠”美誉的楚
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
部，是昆明至大理、丽江及四
川攀枝花的必经之地。

楚雄州拥有距今1.8亿
年的禄丰恐龙，在恐龙化石
的保存数量和集中度上排名
世界前列，享有“世界恐龙
之乡”的称号。此外，楚雄在
明清时期曾是滇西佛教圣
地，林木参天、古藤缠树，颇
有禅意。

作为彝族的主要聚居
地，楚雄州有着浓郁的彝族
风情。可以品尝彝家的全羊
汤锅、坨坨肉、烤小猪、元谋
凉鸡，欣赏彝族的敬酒歌，参
与彝族的“火把节”，了解“跳
虎笙”“阿细跳月”等习俗，在
热情的歌舞中体会“中国彝
族文化大观园”的魅力。

大理站

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的
苍山、洱海、蝴蝶泉，均是享
誉世界的美景。位于苍山脚
下的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值
得一去，那里展示了宋代大
理国、西夏与辽国历史文化。

此外，大理下辖的多个
县镇都极富特色，周城、喜
洲、巍山等地有着各自不同
的风情。周城是大理最大的
白族村镇，保留着白族的传
统习俗，其中最著名的便是
有数百年历史的扎染，可以
亲手体验扎染之乐。

大理+普者黑：普者黑到大理的直达动
车已开通，仅需 3 个多小时。夏季的普者
黑，万亩野生荷花成为一大盛景，壮族、苗
族和彝族的原生态民俗也值得一看。

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从大理可乘坐
列车前往丽江。6至8月，正是丽江水草丰
美的时候，可以去泸沽湖，走进摩梭人家，
或是去南溪村，邂逅文笔山背后海拔3200
米的纳西村寨。7月的香格里拉，平均气温
在18℃左右，蓝天白云、连绵的雪峰之下，
到处是绿草如茵、花团锦簇、牛羊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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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武功山”
统一门票开售

近日，“江西武功山”景
区统一门票正式开售，萍乡
武功山、宜春明月山、吉安羊
狮慕开始“一灶吃饭”。武功山
地跨萍乡市芦溪县、吉安市安
福县、宜春市袁州区，多年来

“一山三治”。现在出售的门
票有单票和联票，共计五种，
其中武功山金顶·箕峰景区的
成人票价由90元下调至70
元。（摘编自《市场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