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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客

□韩娟 本报记者 康立维 文 /图

近日，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小学在美丽的

中庭小花园举办“如画童年”新年艺术作品

展活动。

本次画展展出的作品是学校各年级学生

在综合绘画、泥塑与线描、纸艺三大社团的优

秀作品，每幅作品皆生动有趣、画面构思巧

妙、色彩搭配鲜艳协调。作品涉及的题材也丰

富多彩、形式多样，作品包罗万象：传统艺术

之“皮影戏”、传统艺术之“说唱俑”、传统艺术

之“蜡染”、迎新日历、衍纸曼陀罗、纸艺线描

向日葵、抗击病毒、花样生肖、熊猫的彩照、初

生牛犊不怕虎、向大师致敬、熊猫基地、沙漠

与夜空……

孩子们用童真之心来感悟生命的成长，

用画笔来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孩子们用灵

巧的双手、缤纷的色彩绘制了一幅幅充满创

意的儿童作品：有创意泥塑、趣味粘贴、黑白

线描、艳丽水粉、纸工艺术等创作手段。一幅

幅童趣盎然的作品充满了童真与想象，表达

了孩子内心的想法，展现了天真烂漫的童心，

吸引着校内师生们频频驻足、仔细欣赏。

此次活动将持续一周，“新年艺术展”不

仅给学生们提供了展示才艺的舞台，同时也

表达了桂湖小学全体师生的新年祝福和对未

来生活的美好祝愿。

北门里·爱情巷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星辉

中滨河路，东连工人文化记忆街区曹家巷，南临即将

再现的锦江北门码头，西接北门大桥，北至极具烟火

之气的张家巷。因为北门里·爱情巷特色街区位于驷

马桥街道，而这里最有名的历史典故就是司马相如

和卓文君的浪漫故事，所以主题毫无悬念地选择了

“爱情”，这便是爱情巷的由来。

在爱情巷，处处透着甜蜜浪漫。苏式怀旧风的红

砖外墙上，镂空雕刻的爱情元素演绎着司马相如和

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太升桥广场上，用爱心金属亮片

打造的雕塑、告白墙、手印砖等新晋网红打卡点，正

引领年轻潮流。有趣的是，附近的居民还把自家阳台

上摆放了各种绿植和花卉作为点缀，给爱情巷增添

了不少浪漫的味道，融成一体，十分和谐。同时，整条

街还贴心设置了众多体验场景，专属爱情停车位、古

风市集、同心锁挂锁仪式……让这里充满了浓厚浪

漫气息。漫步于此，看一场演出，拍一组美照，还能就

近领略美食，眺望江边夜景，惬意十足。

如今，不少市民前来北门里·爱情巷拍照、休闲。

走进街道，长达数百米的居民房外围墙上，红心、

520、1314、爱情锁链……各项爱情文化主题装饰应

接不暇，吸引了大量市民拍照留念。不仅是随处可见

的爱情文化元素，由于街道靠近府河，这里也成为了

成都市民喝茶休闲的绝佳场所，沿街的不少商家也

抓住了这一商机，将茶桌椅搬至河道岸边。部分市民

前来河岸边喝茶，河风阵阵袭来，一片安逸和谐的景

象。爱情巷的夜景也很美，这里的装饰都是会发光

的，一眼望去整个小巷都是亮亮的，不仅如此，夜晚

的巷尾还有很多好吃的，营业到很晚，这里也是夜消

费的地方，

据了解，爱情巷从 2019年底开始改造提升，整

条街巷改造提升项目长达 670米，包括两处爱情主

题雕塑、6处爱情特色小品、120米爱情主题围墙。在

改造提升中，以爱情文化为主题，以红砖建筑为主

调，以夜间经济为主业，实现了生态、文旅互融互促，

成为市民游客找寻成都记忆、体味“慢生活”的打卡

地。

“变化真的是很大。过去这里环境不是很好，灰

尘还很多。”家住附近的张先生说道，这条街道靠近

府河，在晚间饭后，周边的市民经常前来散步。但在

改造提升前，街道上有很多垃圾和灰尘，环境不是很

好。现在这样改造后，街道整洁了很多，在此经营的

商家也规范了。

过去，星辉中滨河路沿线建筑立面脏污杂乱、围

墙斑驳破旧、业态低端无序，占道经营、破墙开店、垃

圾乱倒等问题频发，深受周边市民诟病。如今，在爱

情巷，沿线树木和整洁的绿道以及巷内红砖外墙建

筑之间相得益彰，而其依托区域司马相如卓文君千

年传颂的爱情故

事，打造的以爱情

文化为主题的各

种装饰，更是成为

了这条街的特色。

从“脏乱”的

小巷到新晋“网红

打卡地”，爱情巷

通过“两拆一增”、

背街小巷品质提

升等项目的有机

融合，成为了城市

环境改造提升的

另一亮点。除了街

道环境的改造提

升，爱情巷内的各

种消费新场景也

成为这里的特色

之一。据悉，在爱

情巷沿线中一处

还将新建一座停

船码头，在河道水

质提升改善后，未

来还可以为市民

提供坐船观光服

务。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初级中学教师李

有生正在创作“百牛闹春”系列剪纸作品。

新年临近，90 后教师李有生创作了百余幅以生肖“牛”为

主题的系列剪纸作品，表达自己对新年的美好祝福，欢欢喜喜

迎接 2021 年的到来。

生肖剪纸迎新年
兰自涛 摄

本报讯（记者 赵蝶）昨日，记者从

四川省文物局获悉，中国博物馆协会

近日发布第四批全国博物馆定级评估

结果，四川省 23家博物馆榜上有名。

其中，成都博物馆、四川省建川博物

馆、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和朱德

同志故居纪念馆 4家博物馆新晋为国

家一级博物馆；成都市青白江区博物

馆等 12家博物馆获评国家二级博物

馆；成都三和老爷车博物馆等 7家博

物馆获评国家三级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博物馆定

级评估中，四川省建川博物馆成为全

国唯一一家入选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非

国有博物馆；成都博物馆以 90%以上

的得分率，高分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

截至目前，四川省国家等级博物馆增

至 56家。

近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部署做好 2021年

元旦春节假日旅游工作，要求各级文旅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假日市场工作，营造平

稳规范有序的文化旅游消费环境，助力文化旅游

恢复发展，确保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

毫不松懈抓好行业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克服

麻痹思想、松劲心态，高度重视、严防死守，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结合地方实际，认真研判

形势，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督促文旅经营

单位认真落实文旅部《防控措施指南》，严格落实

“预约、错峰、限流”总要求和“三多两有”措施，实

施“各级文旅部门领导干部对口联系基层和 A级

旅游景区制度”，加强应急演练，增强应急处置能

力，督促文旅经营单位坚持做好游客体温检测、健

康码查验、提醒佩戴口罩等防范工作。

坚持底线思维抓好行业安全工作。树牢安全

发展理念，强化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按照“执

行、督查、反馈、改进”闭环管理要求，将安全责任

落实到预警提示、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个环

节。加强文旅市场综合督导和专项巡查，坚持问题

导向，认真排查隐患，做好预警提示，依法查处各

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文旅市场良好经营秩

序。

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充分发挥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作用，强化文化、旅游市场的

检查巡查、督促指导和违法行为查处。

丰富节日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通过搭建平台、

举办活动等形式，创新消费模式，培育新型业态，

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升级。推出一批冬季度

假旅游产品，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开展线上线

下节日文化旅游活动，促进文化旅游消费，提升

“智慧景区”服务水平，保障老年人等特殊群众在

智能化条件下的旅游服务。

倡导勤俭节约文明过节新风尚。抓住“两节”

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

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积极倡导文明旅游新风尚。

认真做好假日应急值守工作。各级文旅部门

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落实假日旅游工作

岗位责任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度和

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科学调度假日文旅市场，畅

通“12318”、“12301”文化、旅游举报投诉热线，高

效处理旅游投诉，切实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全

省假日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 赵蝶）昨日，记者从

四川省黑水县融媒体中心获悉，为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邻里村寨

共同团结进步，近日，阿坝州黑水县西

尔镇云林寺村、牙窝村一年一度的传统

联谊活动在云林寺村一组举行。

一大早，云林寺村一组的村民们

纷纷身着节日的盛装，在村口喜迎来

自友好邻村牙窝村牙窝组的贵客。中

午，牙窝村的宾客们到达村口，云林寺

村的村民们争相为远道而来的宾客献

上洁白的哈达，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

活动现场布置得井然有序，而又

极具民族特色，大家围坐在一起，喜笑

颜开，活动在庄重的开坛仪式中正式

拉开帷幕。

开坛仪式后，村民们围圈跳起了

传统的卡斯达温舞，抛扔糌粑塑像，驱

除一切不利，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人畜

两旺、喜获丰收。随后，两村群众载歌

载舞，把对党的感激之情融入在山歌

中，古朴的舞姿承载着群众对传统文

化的继承发扬，现场一派团结和谐的

景象。

云林寺一组组长罗尔基木说：“今

天这个活动是牙窝村牙窝组和云林寺

一组每年一度的交往节（民俗传承

节）。这个交往节（民俗传承节）是我们

祖辈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我们两个组

以后会更加努力，更加发展，将这个传

统文化一直延续下去。”牙窝村牙窝组

村民昂保基说：“今天特别感谢云林寺

村热情的接待，希望我们在今后的道

路上友谊更好地发展，希望我们共同

奔向小康，共同发展。”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此项民俗传

承节历史久远。据在场 82岁高龄的老

人介绍，该活动可以追溯到民国以前，

像这样的活动每年都在举行。近年来，

在西尔镇党委政府的引导下，两村持

续开展联谊联情，经常性的交往交流

加强了村民们之间互动，两村群众越

走越亲，增进了感情，促进了团结。

四
川
助
力
文
化
旅
游
恢
复
发
展

确
保
群
众
欢
乐
祥
和
过
节

成都市新都区桂湖小学
举办“如画童年”新年艺术作品展

联谊联情 越走越亲
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西尔镇村民
举行每年一度的交往节

四川新增 23家国家级博物馆
总数量升至 56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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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斌 文 /图

近日，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铁

建中铁二十三局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新

闻发言人官国强诗集《我的北国江南》首发

仪式及作品研讨会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作协工会副主席、作家、评论家

税清静，四川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四川

作家》执行主编黎正明，成都书画院院长、

著名书法家邓代昆，原四川省作协创联部

主任、著名诗人、作家孙建军，成都巴中商

会秘书长、作家张雄，蓓蕾文化公司总经

理、作家钟靖等出席了新诗集发行活动。

税清静说：“官国强有底层的真情实

感，文字言之有物，这说明作家只有深入一

线，才能获取有温度的素材。”黎正明说：

“官国强从吉林作家协会转入四川作协，无

论走到哪里，都没有停歇对文学的追求，日

常善于积累，素材丰富，感情充沛。”孙建军

说：“官国强是央企在川的代表性作家，是

中国铁建活跃在文创领域的作家，在他的

这本诗集里都有很好的体现。”

据了解，官国强出生在南方，参加工作

后，跟随大部队逢山凿路，遇水架桥，为了

祖国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四海为

家，不停奔波于东南西北。北国的雄浑苍凉

与壮美，江南的缠绵婉约与多情，都在作者

笔下有独到的呈现，难能可贵的是，官国强

以自己的摄影、书法作品，辅以简洁隽永的

诗句，或以文状物，或以图言情，图文并茂，

廖廖数语，可见他对行业的礼赞、人生的领

悟、生活的热爱。

中国铁道建筑报社梅梓祥老师为本书

作序，书中收录了作者前三本文集中陈东

白、韩志晨、孙建军老师的序言，邓代昆老

师题写书名。 佳俊 文 / 图

北国有爱 南国有情
行走山水 一路歌吟
官国强《我的北国江南》举行首发式

□本报记者 赵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