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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即将来临，反映我国三线建设与发展和“三线文

化”的“三线记忆”主题文化公园，即将在三线基地四川省

华蓥市落成。

“三线记忆”主题文化公园总投资约 3500 万元，占地

面积约 167 亩，位于蓥西新城廨院片区连接广安城区的主

通道—红岩大道。该公园以“三线文化”为脉络，三线背景

和华蓥原八大军工厂发展历程为主线，点缀式展示军工企

业生产的标志性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产品，同时搭配高度、

形态与色彩相异的植物、植被。

该项目于 2020 年 6 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完成人行道

铺筑，栽种乔木、灌木 1800 余株、绿化面积约 3万平方米，

八大军工厂“三线文化”雕塑小品已基本完成，预计 2021

年春节全面建成。“三线记忆”主题文化公园的建成，既是

传承“三线文化”、弘扬“三线精神”的纪念公园，也是市民

休闲、交流、学习的公共空间，更是充分展示华蓥城市形象

和文化底蕴的新亮点。

圆园21年 1月 22日

责任编辑陶岚 版式肖琴 校对肖红
周末 08

地址：成都市锣锅巷122号 邮政编码：610017 电话：(028) 86789365(总编室) 86786115(编辑部) 86754267(发行部) 86614826(广告部) 86761991(照排室) 传真：(028)86754267 零售发行：86754267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广告许可证：川工商广字 0306号 每份2元 全年订价：198元 成都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本报记者 马工枚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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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漫步中国玫瑰谷，一阵微风吹

过，浓郁花香扑面而来，令人沉醉其中；

七月，驱车前往清平镇，帐篷里面数星

星，小火车上赏山色，清凉充沛的负氧离

子滋润心肺；九月，阡陌纵横的乡野山

间，蓬勃生长的猕猴桃、馥郁香甜的葡萄

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十二月，九龙

山风景区已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冬日画

卷，引人入胜……置身山水绵竹，四季皆

美景，全域有特色。

1月 20日，记者从四川省绵竹市了

解到，“十三五”期间，绵竹市始终将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转化为做好旅

游业发展的新动能，依托丰富文化底蕴，

深挖本土旅游资源，串起绿水青山连起

金山银山，扎实推进旅游业态融合和旅

游项目建设，着力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水平，做精做特做优旅游文章，全

域旅游发展格局熠熠生辉。“十三五”期

间，全市累计接待游客 3699.5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299.99 亿元。

乡村旅游
美了乡村富了农家

1月 10日，远嫁云南四年的孔娅回

到了绵竹，在家人的带领下开启了绵竹

一日游。上午，在“乡遇画里”文创社区，

丰富多彩的年画产品和自给自足的农耕

文化让她赞不绝口；下午，在九龙镇新龙

村，林盘、老堰、茶庐、清水平台等景观让

她流连忘返；晚上，在清平镇露营基地，

她以大地为床，以星空为被，感受别样浪

漫。“这几年绵竹多了很多漂亮的景点，

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了。”孔娅感叹道。

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给游客带来

更好的旅游品质体验，也给当地百姓的

生活带来可喜变化。1月 13日傍晚，在

九龙镇棚花村“临湖小筑”民宿，五六桌

客人保持距离隔桌而坐，老板陈斌忙着

点菜、上菜。“今年夏天，住宿基本满员。

随着村里基础设施逐渐完善，现在来避

暑、休闲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在家门口

就吃上了‘旅游饭’。”

“十三五”以来，绵竹市依托特有的自

然山水资源和深厚的人文资源，大力发展

生态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着力打

造“酒乡画境·美丽绵竹”旅游品牌，通过

实施旅游品牌提升战略，使旅游资源配置

持续优化，旅游产品种类层次分明，旅游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已建成大

小景点 50余处，成功打造了中国玫瑰谷、

绵竹年画村、清平童话小镇、麓棠温泉、九

龙山滑翔基地、花棚子精品民宿村等特色

乡村旅游景区，全市特色农家乐达 500余

家，其中星级农家乐有 20余家，为乡村旅

游提供农副产品的农户 2000余家，从业

人员超过 4.5万人，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新途径。2020年，

绵竹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701.13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 52.21亿元。

文旅融合
古韵新颜相得益彰

月季大道尽头，依射水河畔而建的

年俗村，已经成为游客必到的“打卡点”。

川西民居风格的小别墅、色彩鲜艳的绵

竹年画、年味浓郁的景点景观……随着

原乡餐饮、风情民宿、主题集市、乡村观

光、传统手作和年俗活动等业态的逐步

出现，年俗村正在通过主景观轴串联景

观核心，全方位向游客展示特色年俗，打

造出与年画村同源不同味的升级版幸福

美丽新村。

年俗村脱颖而出成“靓点”，只是绵

竹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小小缩

影。“十三五”期间，绵竹充分发挥“旅

游+”融合产业新业态力量，加大旅游与

文化、农业、体育等行业的深度融合，逐

步走出了一条古韵新颜相得益彰的旅游

发展之路。深入挖掘年画文化、三国文

化、德孝文化，依托万亩玫瑰园、梨园、猕

猴桃、葡萄等农业资源，成功举办绵竹年

画节、梨花节、玫瑰节、赏果节，形成了

“历史文化游”“休闲度假游”“自然生态

游”“运动康体游”和“特色乡村游”五大

特色旅游精品，使旅游业拥有了独具特

色的文化灵魂，呈现出强大的人文吸引

力。同时，深入挖掘地域特色，以清平童

话小镇、九龙山地运动小镇、麓棠玫瑰温

泉小镇、孝德年文化小镇为重心，打造

“一镇一貌”的旅游特色小镇发展格局。

另外，全国自行车联赛四川·绵竹站、全

国篮球青年男子锦标赛、“花海漫漫·乐

游绵竹”绵竹定向赛、“两汉三国·秦蜀古

道”定向运动等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使

旅游与体育的融合发展态势得到有效推

动，“大旅游”框架逐步完善。

项目建设
助推全域旅游“破茧成蝶”

2018年 9月，总投资 5亿元的月季

产业园一期项目全面完工。当年 9月 28

日，第八届中国月季展在月季产业园盛

大开幕，园区内 600余亩成片绿地高低

错落，3000 余种娇艳月季依次排开，吸

引了众多游人前往。而充满浪漫气息的

月季产业园也因月季花海、玫瑰城堡、英

式花廊、玫瑰湖等特色景点成为绵竹新

的网红打卡地。

“ 十三五”以来，绵竹着力招引和推

进一批文旅项目，重点构筑以项目为支

撑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九龙水街花

宿·花厢院子项目一期完成建设并运营，

改建的 65间主题精品民宿各具特色；金

色清平小镇建设如火如荼，观光式小火

车、露营基地、萤飞谷吸引众多游客争先

感受“童话”魅力，熊猫博物馆、玻璃观光

综合体即将开工；特色村落建设项目培

育美丽乡村，乡遇画里文创社区、“竹篱

人家”生态社区等乡村旅游特色村落；启

动绵竹全域旅游一期 PPP项目，加快推

进全域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一个

个生机勃勃的文旅项目，为旅游发展插

上腾飞的翅膀。

按照全域旅游总体思路和发展目

标，绵竹市持续优化发展布局，延伸全产

业链条，努力打造“多业融合，全域联动”

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3处，国家 3A级旅游景

区 2处、省级旅游度假区 1处，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1处，全国农业

旅游示范点 1处，四川省乡村旅游特色

乡镇 2处，精品村寨 4处。2020年 12

月，绵竹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从

“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绵竹逐步实

现“处处宜旅游、行行有旅游、时时可旅

游”的新体验。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眺望“十四

五”，“诗和远方”走在一起，绵竹将书写

“高颜值旅游目的地”的新篇章。

“三国的兵马，走进戏台、岩画。

挪出的地儿，修亭、建阁、立轩、种梅

花，也种盖碗茶……”当市民读到这

些句子时，是否会想起那熟悉的富乐

山公园？这就是《诗路绵州》一书对绵

阳爱的表白。最近，李资富诗集《诗路

绵州》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诗

集中，诗人以 180 首诗歌，书写着绵

州的山水风光、人文地标，勾画出一

幅幅绵阳诗意图。

“我创作这些作品，想以诗歌的

方式表达对家乡绵阳的热爱。”李资

富说，他作为绵阳市游仙区文旅局职

工，这二十年来的业余时间都在写

诗，一直想写出“烟花三月去绵州”

“绵阳山水靓天下”那类耳熟能详的

诗句，让更多读者认识绵阳、了解绵

阳、走进绵阳。2018年 11月，“当诗歌

遇见游仙”采风朗诵举行时，李资富

创作了诗作《游仙三记》去解读越王

楼、李杜祠等文化地标，也让他决定

用诗歌写绵阳，去呈现他生活的地

方，为家乡的宣传推广助力。

为此，李资富查阅了大量有关绵

阳的地方史料、专著，并实地走访感

受。也就在那时，让李资富这位土生

土长的绵阳人，了解到绵阳的田野山

水间，竟然散落着那么多鲜为人知的

历史文化符号，在岁月的斑驳中，依

然极富生命力。也正是因为这两年多

来熬更守夜的写作，让李资富对绵阳

文化更加熟悉起来。“《诗路绵州》诗

作涵盖绵阳各县(市、区)最具代表性

的人文地理符号，部分诗文邀请本土

画家配图，让诗歌作品读起来更有文

化气韵。”李资富说，这些诗作，分为

高山仰止、江河奔流、名人隐士、人文

建筑、访禅问道、拈花拂香、味道江

湖、古镇老街、古道悠长、古桥凌波、

古渡横舟、古塔望月、非遗选粹、红色

记忆、风光无限等 18个小辑。

翻阅《诗路绵州》一书，笔者看

到，随着一行行文字，诗人从雪宝顶

高山开始，沿涪江而下，在诗意飘荡

间邂逅大禹、嫘祖等人文先祖，与李

白、欧阳修等唐宋文豪谈诗论道。在

春风沉醉的午后，走过金牛古蜀道津

梁，造访山间古庙寺观，伴随着绮丽

的花香，神游七曲山、云台观。也会在

猛然间走进秦时郪江古镇，到魏城

“东乡饼子”等手工作坊感受绵阳味

道。这种感受是那么的熟悉而亲切，

不同于有些诗歌的晦涩昏沉。

有读者评价，李资富创作的《诗

路绵州》是一幅赋予诗意的人文地图

和旅游指引。这部诗歌专著不仅是诗

人带着诗歌的翅膀在绵阳天空的一

次神游，也是诗歌和绵阳自然、山水、

历史、人文的一次握手与重逢，这部

作品以诗歌的形象构筑、语言搭建、

时空融通、情感抒发，为读者展示出

穿越版的绵州诗意，也书写着绵阳历

史文化的丰富厚重。

“更远处，有诗意的圣殿，而回

首，则是为了更好地走向远方。”李资

富说，2019年，他的诗集《更远处》由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诗集

精选了李资富 2009 年至 2018 年期

间创作的 194首诗，有的抒写惬意生

活，有的是生命的感悟，还有对自然

风物的描摹和旅途见闻。

《虚掩之门》诗歌集则收录了李

资富 102首诗歌，是作者于 2006年 8

月到 2009年 2月所创作的。由中国

文联出版社出版，诗歌取材以川西北

地域生活为背景，既有生活体验、人

生感悟，也有对社会现象的关注等。

李资富于 1972年出生在四川省

绵阳市游仙区农村，放过牛、当过乡

村教师，办过文学社。目前是中国散

文诗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

员，在国内外发表诗歌作品数百首，

部分作品曾获奖，近年来，开始尝试

文学评论写作。

特约记者 田明霞 文 / 图

拍客

很多在成都生活的人，每逢秋冬

银杏季，总会去银杏路打卡。出了 2

号线地铁站，便可望见白果林。秋末

初冬的银杏路被包裹在金色微浪里，

风一吹，叶落满地，铺就出一条散金

碎银的河流。2020年年末，白果林社

区举办了“印象白果林，银杏文化

周”，无数人在这里与亲朋和好友“打

卡”留影。

“多多去年还只能在婴儿推推车

上，今年都可以到处跑跑跳跳了！”市

民蒋女士带着女儿来拍照时说道。另

一位老婆婆提着蛇皮口袋，一边拍

照，一边捡树叶，树叶多为完整的两

瓣黄叶，叶梗脉络都很清晰。蒋女士

的女儿还帮这位婆婆捡叶子，一时

间，旁人都在笑。

“古柏高枝银杏实，几千年物到

而今”，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它

咏叹，而如今，银杏文化周凝聚了新

的回忆。

白果林附近的居民楼大多都是

老小区，高大的银杏树间，灰黄色或

是淡粉色的老楼坐落其间。摸底河波

光粼粼又静谧地流淌而过，站在桥

上，能看见垂柳，还有戴着口罩晒太

阳的嬢嬢。

春节前后，附近小区里的商家，

阳台上挂满了香肠腊肉。街道狭窄，

却很干净，街边一辆辆拉着水果、蔬

菜的车辆敞开货厢围栏，搭一块写着

价格的硬纸板，价格都不算高。还有

推车组成的小市场，峨眉咔饼、小烤

串、蛋烘糕，在市民下班回家的路上、

遛弯时路过的街角，都能遇见。住在

这里的人，就像在繁华的都市里拥有

了一个“世外桃源”，尽管地处西一

环，仍能轻松实现水果和新鲜蔬菜自

由。

石人公园正在重新整修，平时在

石人公园打牌、“吹壳子”的老人们，

把“阵地”迁移到了石人公园的围墙

外；街头巷尾的修鞋铺和理发店，谈

不上“生意兴隆”，却从不缺客人；银

杏广场上，跳舞的老人们，数着节拍

扭着腰。

此外，刚出白果林地铁口，你就

可以看见鼎鼎有名的峨眉山罗记豆

腐脑。在每天下午三点多，铺子里就

已经坐满了人。整齐的调料区，足以

让人食欲大开。高汤熬制的玉米粉，

加入骨头汤，再加上热气腾腾细嫩的

豆腐脑，香气四溢。隔壁的坝坝家常

面，一把葱花化油，一勺油花养面，一

口面又恰好把葱花、油花、肉臊的味

道串联起来，考究的是配料的平衡手

艺。

只要路过这里，你就会闻到王氏

现捞的香气，停住脚步，不是饭点时

间，这里也聚集了不少人排队。而一

旁卖甜皮鸭的小店，透过玻璃可以看

见，充分吸收蜜汁的甜皮鸭蹭亮得让

人眼馋。路边的老顾客表示，这里的

甜皮鸭吃起来甜而不腻，表皮酥脆，

最重要的是没有鸭腥味。

老地方蛋烘糕，人均 3元，对于成

都十八中白果林校区一代又一代的学

生来说是难忘的。经营蛋烘糕的是一

对老夫妻，一般是婆婆掌勺，每块蛋烘

糕都是刚刚好，面皮香脆一咬就碎，里

面绵糯柔软。据传，曾经最流行现在依

然经典的奶油配香辣酱口味，风靡了

当年整个十八中。还有舌尖上的龙虾、

小福鼎藤椒牛杂火锅……

一街一景，一物一美，黄叶落下，

“老成都人”在这里居住，“蓉漂”亦在

这里扎根。

这一站，就是白果林站。

回眸“十三五”奋进新时代

描绘“诗与远方”
四川绵竹书写“高颜值旅游目的地”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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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路上白果林

繁华都市中的

家乡文化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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