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欧洲是一本童话故事，
东欧就像是其中的绿野仙踪，在纷
繁尘世中一片难得的浪漫优雅的
净土。行走在东欧的土地上探访
《布拉格之恋》，找寻茜茜公主最爱
的匈牙利，踩着《马祖卡舞曲》进入
波兰的梦想年代。6月，华西旅游
俱乐部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年首条
东欧旅游线路——7国13天东欧经
典怀旧之旅。仍旧是“一价全包”
的高标准纯玩行程，即使暑期旺季
价格也保持在正常水平。而东欧
旅游最适合的就是7月，每个国家
的气候条件都会让人感觉非常舒
服，而且风景秀丽，让人不虚此行。

定制行程
独家线路畅耍东欧七国

本次东欧七国之旅，由华西旅
游俱乐部独家订制线路。不仅有
匈牙利、奥地利常规的东欧国家，
更是第一次增加了波兰和塞尔维
亚两国，堪称目前最全面的东欧行
程。

比较起西欧的自在，东欧更增
添一份沉重感。特别是此次新增
的波兰和塞尔维亚，更是在历史上
被大家铭记。这次的行程中，我们
也会去到这些故事发生的地方
——奥斯维辛集中营，触摸历史的
印记。

当然，旅途也将会充满轻松的
氛围。在世界最大的古城堡——
布拉格城堡欣赏落日，在“音乐之
都”维也纳欣赏最负盛名的皇宫美
泉宫。还会途经始建于1295年的
啤酒厂，享受微醺的滋味。

超高性价比
600欧元自费全包了！

一直以来，“一价全包”都是华
西旅游俱乐部的一大特色，这种轻
松惬意的旅游模式深受消费者信

赖。从去年开始参加主题游的李
文斌，最近又到华西旅游俱乐部咨
询起东欧线路，“对于我们中老年
来说一价全包这种模式太好了，比
起在外面报名消费更直观、更透
明！而且我也不用操心要带好多
钱，揣一张卡就可以出门耍安逸，
也不怕路上会遇到小偷了。”

本次行程中，也有多达13项共
价值600欧元的自费项目全部涵
盖。其中就有大家一定不能错过
的慕尼黑宝马博物馆、德国猪脚
大餐等。还能搭乘游船，在多瑙
河上度过一段无与伦比的美妙时
光，欣赏绚烂的风景。此外签证
费、服务费、随身WIFI等费用均包
括在内，不会再向游客二次收
费。不仅行程中不会再有自费项
目，而且也杜绝购物店，让你有充
足的时间游玩每一处经典风光。
往返航班都由“土豪航空”——阿
提哈德航空提供，入住欧洲3-4星
级酒店，还有豪华大巴、专业司
机、当地中文领队为你提供最优
质的服务。

重访历史 纵深体验
一价全包纯玩东欧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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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龙船竞白浪，千年的号子
喊不断。6月10日-11日，中国龙舟公
开赛在天府花园水城金堂鸣锣开赛。
这也是中国龙舟公开赛连续七年在金
堂举办，届时，来自广东、重庆、湖北、
山东和四川等12支队伍将参加公开
组22人龙舟的比赛，本地组的8支龙
舟队由大学和体育协会组队，队伍普
遍年轻，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竞赛观
赏性强。

6月10日-11日
金堂约你为最资格的龙舟赛呐喊

6月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来到金堂县官仓镇铁人三项比赛
赛场，赛场内的白龙湖湖面上，来自本
地组的8支龙舟队正在抓紧进行试水
训练。

“此次比赛的时间由原来的一天
半调整为两个半天进行，比赛密度高、
强度大，也对我们的水上赛道临时调
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龙舟赛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水上赛道布置
已结束，能够保证赛前训练及比赛使
用；比赛的辅助裁判及志愿者招募已
完成，届时将为中国龙舟公开赛提供
优质的服务。组委会也为赛前训练的
队伍提供了警力、医疗、技术指导及水
上救护的全方位服务，确保赛前训练
安全有序地进行。

本次龙舟公开赛与第六届中国成

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同期上演，
金堂作为国际非遗节的分会场，观众
既可观赏龙舟队伍的精彩角逐，又可
领略世界各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在6
月11日举行的开幕式和决赛项目，将由
成都电视台和金堂广播电视台并机直
播，场外观众能第一时间收看现场比赛
情况，这也是中国龙舟公开赛在金堂连
续举办七年以来首次并机直播。

“高端体育赛事举办地”
成为金堂名片

此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
体育指导中心、中国龙舟协会、成都市
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成都市体育局、金
堂县人民政府共同承办，以“舟连沱江

水 龙聚华夏心”为主题。比赛项目包
括：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
道竞速比赛和5000米绕标赛；本地组
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比
赛。

截至目前，金堂已举办了两届国
际铁人三项赛、四届铁人三项世界杯
赛、六届中国龙舟公开赛、五届自行车
车迷健身节、一届国家登山健身步道
联赛、一届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
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并成
功吸引港中旅集团、万达集团等投资
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初步显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
杰 实习生 熊紫琪

金堂县委宣传部供图

6月10日-11日
中国龙舟公开赛决胜金堂

“高端体育赛事举办地”成为天府花园水城金堂名片

美丽金堂。

龙舟竞速。

“汉堡哥”王萧权，四川大
学锦江学院2015届毕业生。
为筹集旅行经费，他曾兼职售
卖汉堡，同学们亲切地称他为

“汉堡哥”。5年的时光，“汉堡
哥”背包走过中国17个省区市，
踏访120多座城市、500多处景
点，行程3万公里，中国二分之
一的版图上留下了他的足迹。

“生活永远不止温饱，也不
限于有瓦遮头。世界那么大，总
有无限可能。这些全新的生活方
式，我们可以去尝试、去体验。”

路途中留下了15万字素材、
2万张照片，他准备把旅途中邂
逅的风景人事整理、集结成一部
《百城日记》，已完成的24篇日记
通过微信公众号“锦江户外”推
送，引发网友强烈共鸣。

百城的起点：
“爱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汉堡哥”从小就喜欢写作，
初中开始玩博客，笔友遍天下。
但一个接一个，笔友的头像变灰
了，博客也沉寂许久。苦于没有
写作灵感的王萧权萌生了想法：

“去外面走走，看看世界”。
“爱上了一个人，爱上了一

座城。”王萧权说感情上自己比
较被动，他从中学开始就喜欢
一个女孩，但从来没有表白
过。第一次独自出门他就选择
了女孩的故乡雅安。在雅安的
这几天，他去的每一个地方都
是这个女孩曾经生活过的地
方。“我当时只想感受一下她成
长的地方，走过这么多地方，我
最喜欢的还是雅安这座城市。”
王萧权说。

2013年1月，王萧权用兼
职攒的钱买了专业登山包和卡
片数码相机。经过3天筹划，他
带着1000元走川西。此后，爱
尝鲜、爱冒险的王萧权彻底爱
上了这种旅行方式。

2013年七八月，王萧权和
发小徒步搭车去了川北、甘南、
青海、内蒙古和陕西等地。
2014年1月，他踏上6天5夜的
长江三峡徒步之旅。同年，他
耗时20天走完被誉为“中国最

美景观大道”的川藏线和青藏
线。2015年1月，他南下贵州，
体验苗侗风情。秋天，他前往
北京参加穷游嘉年华，徒步箭
扣长城，拍下皇城日落……

路上的惊喜：
“一盆水和一块腊肉的温暖”

“我喜欢这种感觉。旅途
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信任，
让每颗心都能贴得如此之近。”
《百城日记》中，“汉堡哥”记录
最多的不是美丽的风景，而是
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相互帮助
前行的故事。在王萧权的QQ
里，有一个名为“travel”的分
组，里面有59个人。他们都是

“汉堡哥”在旅途中认识的。
旅行中会遇见许多人和

事，“我获得了很多人不求回报
的帮助。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
任非常温暖、珍贵。”王萧权说。

徒步长江三峡时，一天傍
晚，王萧权走到了人烟稀少的
地方。当他为住宿犯愁时，偶
遇了当地一位村支书。村支书
听说“汉堡哥”的故事后，热情
地招待他在自己家留宿。

村子虽然临近长江，但当
地人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挑，
一盆水要供全家人洗漱。书记
热情地让王萧权先洗。洗完
后，王萧权才发现当地人是按
辈分大小来用水的。第二天一
早，辞别之际，书记又将家里逢
年过节才吃的腊肉切了很大一
块给王萧权，叮嘱他路上吃。

去年5月，王萧权在乐山大
渡河峡谷附近的公路上搭顺风
车，下午5点左右，一位五十来
岁的大叔骑着摩托车路过。“估
计大叔看着我可怜，非得塞给
我一百块钱，我没接。”慢慢的，
天暗了下来，大叔又骑着摩托
车回来了，手里拎着一袋苹果
给他送来。

王萧权说：“或许只有当
你真正走在路上，你才会知道
生活是怎样，知道一颗善良、
淳朴的心灵有多暖。”这样的
暖心故事，《百城日记》里还有
很多。

意外的迷失：
“无万全准备，不轻易去高原”

独自旅行并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有时甚至很危险”。在
王萧权记忆中，旅途中遇到危
险也是家常便饭。徒步环泸沽
湖旅行时，王萧权抄近道，却意
外迷失在一片森林中，转悠了
两个多小时也没找到出口。“当
时心里非常害怕，那种恐惧是
我之前没有体会过的。”幸亏遇
见了一位打柴老人，他才走出
了林子。

在稻城亚丁，为了节省三
百元的骑马费用，王萧权决定
步行上山。由于误判天气，他
没有带雨具，到了山顶竟然下
起了雨夹雪。雨雪很快就浸透
了衣服，寒风的吹拂更是雪上
加霜。意识到情况不对，王萧
权立即转身返程，回程途中，随
着体温下降，他的意识也逐渐
模糊，“我完全是靠意志力撑下
来的，没有万全的准备不要轻
易去高原。”

作为资深背包客，“汉堡
哥”会反复告诫每位有意尝试

“徒搭”（即徒步和搭顺风车）的
人：“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女
孩子一定要搭伴旅行。如果途
中感觉不好，绝不要逞强继
续。”

行者，无疆
■5年的时光

■王萧权背包行游中国17个省区市

■踏访120多座城市、500多处景点
■行程3万公里

■中国1/2的版图上留下了他的足迹

■写下15万字素材，拍摄2万张照片

■整理、集结《百城日记》

“旅途的美，其实并不在景区，而在每
一步前往的路上。”对王萧权来说，旅行是
一种生活方式，“这过程会让人成长。在
浮躁急促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给自己独处
的时间和环境，思考生活、思考未来。”

对于旅行，有人喜欢赏沿途风景，有
人喜欢尝各地美食，“汉堡哥”独爱感悟一
个地方独一无二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写
作的需求使他更关注一个地区、城市独特
的人文底蕴和精神气质。每次旅行前，他

都会阅读一本和当地有关的书籍，到现在
为止，他一共读了166本，以便更深入地感
知一城一地的温度。

细心的王萧权会将自己感兴趣的、各
地的民俗节日记录在手机备忘录里。近
的地方设为提前1天提醒，稍远的地方设
置为提前5天提醒，尽可能地参加这些节
日。从彭祖山朝山会、黄龙溪放生节到康
定赛马会、西昌火把节、都江堰放水节，王
萧权都亲历其盛。

川大锦江“汉堡哥”
著《百城日记》

年行摄半个中国
硬汉柔情：旅行起点，从“心上人”的故乡雅安开始

点开“锦江户外”微信公众号，上面正
陆续推送着“汉堡哥”饱含热情写下的《百
城日记》。

王萧权打算写100篇日记，记录自己
走过的100个地方，目前王萧权已经陆续
整理完成了其中的24篇。

旅行让王萧权从羞涩变得开朗，他希
望将这份乐趣分享给更多人。于是，他一
手创立了锦江户外平台，主要面向四川大
学锦江学院师生提供旅游咨询、旅游攻略
等服务。

“锦江户外”微信公众号凝聚着王萧
权的心血。“五一行摄川西”“徒登三奥雪
山”“自驾夹金山”……丰富多样的活动吸
引了不少旅行爱好者。王萧权一人身兼
策划、领队、摄影、撰稿、编辑等N个职位，

“我给自己定了要求：有好内容就要立即

编辑，即使通宵熬夜也在所不惜，绝不敷
衍。”每篇推文，从文字字号、色彩搭配、图
文布局，都力求美观。为了增加推文的实
用性、服务性，他还会在文末附上目的地
介绍和旅行攻略、温馨小贴士。

幸好，辛苦了有回报。如今，王萧权
在旅行中随手记下的杂记，成为了有情
感、有灵魂的《百城日记》。从前只有10个
人的锦江户外QQ群，变成了拥有600多
名成员的大家庭。“锦江户外”微信公众号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旅行不同于旅游。旅行，是一种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经历、体验、收获
不一样的生活。”王萧权是个有温度的行
者。他用文字和图片记录、分享，一路遇
见、一路成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皓洋

五年行6万里路
读166本与目的地相关的书

写下《百城日记》
搭建“锦江户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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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堡哥”
王萧权

川大锦江学院“汉堡哥”王萧权不只喜欢旅行中的风景，更喜欢途中遇到的人情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