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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天买票，
你还有赢取iPad2的机会
预售期门票九折，团购 100 张 8.5 折，到 8 号就没有优惠了
一张门票中，
竟然藏有27万思域混合动力轿车、
iPad2、
iTouch、
品牌家
电、
福车娃娃……重重大奖？
没错，
这就是第七届长沙国际车展价值40元的门票。现在，
门票预售
还有最后3天，
准备看车展的你抓紧拨打热线0731-84838320、
84838321，
预订门票九折优惠，
还有可能中iPad、
iTouch大奖。
现在，
就拿好门票，
等待幸运降临吧。
本报记者胡颖异 长沙报道

福车娃娃
中奖容易度：
★★★★★
攻略：印有长沙国际车展吉祥物的抱
枕，可爱而具有纪念意义，市场价 100 元左
右。有三种方式可以获得。其中门票刮刮
奖共送出 500 个福车娃娃。

品牌家电及珠宝

片名：
《变形金刚 4：穿越迷城》
剧情：有大黄蜂出没！刷！它出
现在长沙步行街。刷！它出现在白
沙井。刷！又到了天心阁、化龙池
……一路飞车，明显已经超速了。终
于，交警叔叔拦住了它。大黄蜂一路
超速是为了什么？机器人与交警会
发生怎样的故事……
制 作 方 ：潇 湘 晨 报 新 媒 体 中 心
上线时间：
2011 年 12 月 5 日
院线：
潇湘晨报官方网站、
潇湘晨
报滚动新闻、
潇湘晨报官方微博、
长沙
国际车展官方微博以及优酷、
土豆等视
频网站。

票中进行抽奖，并于 12 月 8 日在晨报上公
布中奖编号。组委会将继续送出 1 台
iPad2，5 台 iTouch。 如 果 你 是 果 粉 ，就 更
加不用犹豫了。这可是车展预售期间，车
展组委会为订票者特别准备的奖品。
只要你在 12 月 8 日前，也就是预售票
期间购买车展门票，就有可能获得车展组
委会准备的 iPad2 或者 iTouch。一不小心，
你就会被苹果砸中。

12 月 3 日下午，
“福满全城·福车驾到"
活动现场，一位幸运观众（图右）获得车展
赠票。
图/实习生刘洋

福车娃娃商场送大礼
本报长沙讯“福满全城，福车驾到”，
2011 第七届长沙国际车展送大礼啦！12 月
3 日下午两点，
车展吉祥物
“福车娃娃”
来到
长沙乐和城现场派送大礼，礼品包括车展
门票、各类大礼包等等。福车娃娃的出现
和活动现场的街舞表演引来阵阵尖叫，许
多小朋友争先恐后地与福车娃娃合影。
“爸
爸快看，这个福车娃娃好高啊！”来自高桥
的小朋友李孟庭一家人正好遇到了福车娃
娃。李孟庭抱着福车娃娃又是蹦又是跳，
不
停合影。李孟庭的妈妈黄小姐表示，
自己和
家人年年都关注长沙车展，
所以孩子从小对
汽车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今年车展也一定
是要去看的，
还有好多亲戚朋友想买车。
”
“你知道本届长沙车展是第几届吗？”
“第七届！”在活动现场，有奖问答的环节
最吸引大家的关注，不少人回答出问题
后，拿到了门票、车贴、鼠标垫和茶杯等礼
品。
记者龙涛

制图/帅灵茜

27万思域混合动力轿车

中奖容易度：
★★★★
攻略：只要你购买门票，刮开左下角的
涂层就知道自己中了什么奖，届时凭门票
到车展组委会领取奖品。
奖品都是实用居家产品，
家家必需，
而且还
是名牌。最高奖是价值3000元的抽油烟机。
一等奖：价值 3000 元的迅达抽油烟机
（型号以实物为准）。二等奖：价值 1000 元
左右的老板牌电压力锅/世纪情珠宝，200
个。幸运奖：
车展吉祥物防滑垫。

iPad2和iTouch
中奖容易度：
★★★

攻略：中完刮刮奖，不要着急，注意留
意你车展门票右上角的编码。
12 月 7 日，组委会将在所有预售的门

4 种途径购买 9 折门票

途 径 一 ：你 可 以 拨 打 票 务 咨 询 热 线
0731-84838320、0731-84838321 订 票 。 车
展门票定价为40元，
预售期间票价九折优惠
（36元）。100张以上团购票，
更有8.5折优惠。
途径二：你还可以到就近的潇湘晨报
发行站点买票，方便省内各地市就近购买
门票。
途径三：长沙各大高校的学生，可以选

中奖容易度：
★

攻略：如果你够幸运，被苹果砸中了，
也千万别晕倒。门票可还有大用场。
还是留意车展门票右上角的编码。12
月 15 日-19 日，第七届长沙国际车展期间，
所有购票观展的观众通过门禁系统刷卡入
场。12 月 19 日下午 3 点之前，所有刷卡入
场的有价门票（赠票除外）编码数据将全部
自动载入抽奖系统。
在车展最后一天（12 月 19 日）下午 3 点
抽出特等奖的幸运观众，奖品就是价值 27
万的新思域混合动力汽车。友情提醒，逛
完车展，请保存好门票，并及时查阅中奖号
码，
以免错过兑奖机会。

择到高校学生代理处购买车展门票，目前
长沙有 9 个高校代理。
途径四：今年还特别增加了一个新的
渠道，组委会将联合大麦网，进行网上售
票。广大市民朋友可以登录大麦网，选择
网上付款，开展期间凭借有效短信和有效
身份证件在展馆售票厅现场兑票，特别适
合外地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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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蜂穿越长沙时，
被交警拦住……
长沙车展宣传片今日上线；汽车发动机声音，你能听出几种？
本报长沙讯 这是第七届长沙国际车
展宣传片，老电影式的复古画面，配着现代
金属的音乐，展示着长沙国际车展汽车工
业文化与创新文艺相融合的另一面。
这不只是第七届长沙国际车展宣传
片。为了画面效果，在热闹的化龙池酒吧
街，夜色迷离，摄影记者长时间蹲着拍摄大
黄蜂的前行，大黄蜂每挪一步，摄影记者便
蛙跳前行，拍摄 60 张只为一个画面的转
换。
“我们力图用一种全新的、属于我们自
己的多媒体形式，为观众带来别样体验。”
新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在采集过程中，为了获得金属碰撞声

潇湘晨报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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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工作人员还特地去汽车修理厂采集，工
人抡着 1.5 米长的大锤子敲打，才制作出厚
重的金属感，以提供一种创造性的感官刺
激。如果你仔细听，你还会发现整个片子
里有不同系列车型的发动机的声音、有拖
拉机的声音，甚至还有自行车脚链的咔咔
声。据说，结尾由 10 余种声音效果叠加而
成。你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的耳朵，看你
能分辨出哪些声音。
这个宣传片由新媒体中心 4 名工作人
员耗时 1 个月，采用定格动画的方式拍摄
而成。定格动画是指通过逐格地拍摄对象
然后使之连续放映达到效果。记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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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每 1 个场景有 60 张照片，整个宣传片选
取了长沙 15 个标志性景点，拍摄了近千张
照片，经过后期制作而成。大黄蜂穿梭在
长沙大街小巷，步行街的繁华，化龙池的迷
离，
太平街的复古一一呈现。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长沙风情，如果你
想挑战自己的听力，
那么就登录潇湘晨报官
方网站、
潇湘晨报滚动新闻、
潇湘晨报官方微
博、
长沙国际车展官方微博以及优酷、
土豆等
视频网站，找到这期老电影风格的宣传片。
这是穿越篇，
近日还将推出集结篇，
届时大黄
蜂、
铁皮、
擎天柱等众多变形金刚集结，
一起
到长沙车展现场。
记者唐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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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志愿者达227名
本报长沙讯 12 月 3 日下午，长沙车展
志愿者培训动员大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隆重召开，来自省内 5 所高校的 227 名大学
生志愿者与会。长沙国际车展组委会副秘
书长、
湖南汽车城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黄浩
寄语志愿者们，以“责任心”、
“ 团队精神”、
“专业素养”
为服务核心，
将责任与担当扛在
肩上，
在有限条件下创造无限的价值。据车
展组委会介绍，大学生志愿者来自以下高
校：湖南大学、农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
他们经过专业规范培训，
将全面介入活动策
划、展览规划、视觉设计、宣传推广、组织引
导、
票务管理、
专职演说等展会运作全流程。
今年已经读大四的胡玉鑫已连续两年是
长沙车展志愿者。
“我希望能和所有志愿者一
样，
热忱奉献，
有我所爱，
长沙车展”
。 记者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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