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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北门有一个地名叫梁家巷，位

置在现今一环路北三段和四段及解放

路一二段交汇处，虽然如今早已没有具

体的名叫梁家巷这条街道，但是作为一

个传承已久的地名，却一直保留至今。

梁家巷是成都出川北上的必经之

地，连接北门大桥和驷马桥，历来就是

交通要道。梁家巷是从现在的北一环与

解放路的交汇处开始，到新繁方向的一

条小巷子，一九五五年修建一环路及两

侧建筑时，梁家巷就被拆除了。梁家巷

之前只是一条小巷的名字，如今却成了

市民口中城北片区的统称。

梁家巷，可以说是成都北门标志性

的地标，虽然这里没有具体的巷道。如

果恰好你是老成都人，提到梁家巷可能

会马上想到北门车站。如果说现在的城

北像一位不得志的中年男人，那二三十

年前的城北，就像是一位满腔热情的进

城务工小伙子。从走出北门客运站，眼

前的一切似乎都带着光，新奇的光，希

望的光。作为重要的出省通道，使得梁

家巷在当时的北门片区可以说算得上

是繁华之地了，据说当时光是在路口的

解放路就有大小四家国营的饭店，粮站

及蔬菜店分别都有两处，就连不多见的

公共厕所在两三百米内都有两三处，这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绝对超过城中

心那些人口密集街道的配置了。

梁家巷附近，吃的也是相当的多

了，八中对门的两条小街是当地人中午

吃饭必去的地方。在这里，甜水面、卤肉

面、辣子鸡刀削面、肥肠粉儿……各种

小吃餐馆应有尽有。妈妈味甜水面有三

大招牌：甜水面、钟水饺、煮凉粉。甜水

面将甜味和辣味完美综合，甜得恰到好

处，辣得不燥口，而且韧劲十足，嚼起来

别有一番趣味；钟水饺现点现包，馅儿

料十足，伴有些花生碎和花生的香味，

入口香甜，后劲微辣；糯叽叽的煮凉粉

当然不容错过，麻辣鲜香，一口一个，停

不下来。叶麻辣也算成都的一个网红

店，在这儿，总有一道菜能抓住你的味

蕾。四川人无辣不欢，不管是冷食还是

热食，都少不了一个字：辣！新鲜的食

材，点缀上辣椒，就变得格外诱人……

梁家巷作为成都北门要道，历来就

是繁华的交通枢纽之地，城市的建设也

早已改变了当初的面貌，现如今林立的

高楼、车水马龙的车站也让它变得更加

的繁华，它也见证了成都北门从荒凉到

繁荣的城市变迁。关于梁家巷的点点滴

滴，让这个成都的著名地方在记忆中永

存。

“对梁家巷的记忆是儿时回忆。记

得读小学时，看电影要排着队从人民北

路穿到北门大桥走到梁家巷的工农兵

电影院。那个时候看电影是一件很兴奋

的事情，一路走，一路笑，不知不觉就到

了电影院，电影完了，又喋喋不休地讨

论着往回走。那个时候第一次看的阿尔

巴尼亚影片《第八个是铜像》……”王先

生从小就生活在梁家巷附近，作为一个

老北门人，对于梁家巷，他有着数不尽

的回忆。

城市的变化并不只是一味地生长，

还承载着一个地方的文化记忆。当街

道、建筑发生了改变以后，记忆也会有

所变更。但对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的人

来说，留住记忆，就是留住一个老城市

的根。梁家巷正在悄悄地变化着，但每

次一经过那些老楼、小店，回忆总是不

经意间溢出来。如今，梁家巷虽然只是

一个地铁站的名字，但在老北门人心

中，却是忘不掉的记忆。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高忙瑶

寨地处黔桂交界的高忙大山深处，这里瑶族同胞一日三餐都离不开

油茶，流传有“一天不喝茶，身子要发痧”“一天不喝茶，不会把田耙”

的顺口溜，村民家里常年都备有供制作油茶的茶油、阴米、花生（或

黄豆）、茶叶等。

每当客人来访，瑶族同胞都会烧火架锅为客人打油茶，将茶油

倒进锅中，等锅里的茶油翻滚时，将晒干的阴米放入锅内，制成米

花，再炸黄豆或花生。然后在锅内炒制茶叶，闻到香味后立即冲入开

水煮沸，再用漏勺过滤，味浓的油茶水即制作而成。一切准备就绪后

每个碗里放入一勺油炸米和一撮黄豆或花生，冲半碗油茶水，放入

适量食盐就可以食用了。吃油茶时第一碗要先递给客人，以表敬意。

几碗油茶下肚，顿时觉得全身毛孔舒张，精神亢奋无比。油茶还可治

疗轻微的感冒、腹泻等疾病，起到提神醒脑、解酒、消除疲劳的作用。

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瑶家油茶越来越受到广大游客的喜

爱，成为当地旅游美食中一块“金色招牌”。

特约记者 吴德军 摄

近日，记者了解到，成都秀丽东方

安徒生童话季拉开帷幕，精彩将持续到

6月 15日。

童话主人公迎你入园。一入园，就

能看到在时空隧道的门口高大锡兵和

卖火柴的小女孩在欢迎大家。一路上都

会有童话主人公和大家打招呼。再往里

走，还能看到一个身高足足 8米的巨型

人偶，超级吸睛，没有一个小朋友可以

拒绝这样的伙伴。

欢迎进入童话世界。锡兵开道，一

路走到二号草坪，这里可是童话季各种

元素最集中的地方。童话场景还原，花

车快闪巡游，好玩儿的太多，简直眼花

缭乱，看不过来，带给你最难忘的亲子

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每天 3场舞台剧演

出免费看。卖火柴的小女孩又擦亮了一

根火柴，丑小鸭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长成

了白天鹅，皇帝穿着不存在的新装大摇

大摆的在街上游行……让你一秒穿越

并沉浸式体验安徒生童话世界。

成都网红地铁站
现高校学子时尚快闪

国潮范儿走秀、舞蹈等表演亮眼吸睛

近日，绵阳飞行职业学院、绵阳

泛美飞行职业技术学校的同学们来

到成都金沙博物馆网红地铁站进行

了一场“致敬五四”的时尚快闪活动，

通过“神秘三星堆”“国风颜如玉”“梦

回古蜀”等国潮范儿走秀、舞蹈等表

演向广大乘客展现了传统文化和航

空文化的魅力。

一大早，成都金沙博物馆地铁站

人来人往，同学们身着潮流服饰，上

演了炫酷时尚的青春快闪活动。据

悉，“时尚快闪”活动是绵阳飞行职业

学院、绵阳泛美飞行职业学校的“时

尚快闪”是该校五四系列活动的首

秀。随后进行的国风颜如玉、梦回古

蜀国、神秘三星堆等优美的国潮范儿

和绚丽的制服走秀，吸引了众多的游

人驻足观看。身着机长、空姐制服的

10多名“准机长”“准空姐”们也成为

“成都地铁一景”，美丽的空姐、帅气

的机长跳起了《你笑起来真好看》，洋

溢着笑脸，尽显青春朝气，舞蹈顿时

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观赏。同学们以

“传递微笑、传递爱”为主题和乘客亲

密互动，受到众多现场游客的点赞，

地铁车厢顿时变成了传递爱和温暖

的欢乐舞台……

据了解，5月 5日还举办了“极夜

摇滚音乐节”，通过这些活动，带来了

不同的五四青春体验。

“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在地

铁站看走秀很有特色”“这些学生青

春、活力，让我们想起了年轻的时候”

“微笑很有感染力，很棒”……虽然只

有短短几分钟的快闪，赢得了现场乘

客的点赞。

□罗琼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文 /图

首次迎来 300 亩大花葱

成都植物园
名贵花卉伴您休闲度夏

紫色的葱花见过吗？近日，成都

植物园近 300亩大花葱灿烂绽放，与

姹紫嫣红的月季长廊、苍翠欲滴的森

林交相辉映，在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

下，宛如童话世界般梦幻浪漫，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人前去观赏。

据成都植物园介绍，大花葱为石

蒜科葱属球根花卉，品种多达数百

个，是同属植物中观赏价值最高的一

种，在欧洲特受欢迎，可作为庭院花

卉也可作为切花观赏。去年植物园引

种了 15个品种，经过观察，发现只有

“球王”这个品种开花效果最好，整齐

度最高，花序也最大，因此今年 1月

在大草坪种植了 1万个种球。

记者现场看到，大花葱开的花并

不像平常我们见到的梅花、樱花等等

那样的花状，而是由无数个像星星一

样的花瓣组成的一个圆圆的球形，直

径可达 20厘米，身高一般都在 50-

110厘米之间，所以它还有个名字“硕

葱”，意为足够硕大。被笔直的枝干顶

在上面，毛茸茸的伸手抚之，软软的

手感特别好，还有一股淡淡的葱味，

当然此葱是观赏葱，非我们舌尖上的

那位。由于是 300亩的规模，又有碧

绿的大草坪作底色，大花葱的颜值和

阵容特别壮观，队形整齐像一排排紫

红色的棒棒糖，又像是无数个小仙女

们手上的魔法棒，当微风吹拂，无数

个棒棒糖随风摇曳，多姿多彩，萌萌

的可爱极了。

梦幻浪漫的紫色，硕大圆润的花

球，亭亭玉立的枝干，密集毛绒的手

感，以及淡淡的葱香味，让大花葱既

萌又仙，既高贵又接地气，大受市民

和游客的喜爱。“若不是亲眼所见，简

直难以相信，这世上还有紫色的大

葱，花开得这么漂亮，真是大开眼

界”，游客感叹道。

记者现场注意到，成都植物园大

草坪上除了紫色的大花葱，还有一条

大约 10米长的月季长廊，以及可坐 3

人的大秋千，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浪漫

的秋千了吧，荡漾在梦幻般紫色的花

海之上，恍若长上了翅膀在天上人间

自由翱翔，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简直

让人欲罢不能。同时，月季长廊的花

开得五彩缤纷，芬芳的花香让人心旷

神怡。

记者还了解到，成都植物园目前

已有 70多个品种的各色月季、10多

个品种的草绣球花以及近 10多个花

色各异的名贵花卉朱顶红，全部进入

盛花期；同时还准备了多场丰富多彩

的公益科普活动，为今夏不愿出远门

的市民提供了一个优美舒适的休闲

赏花地。

□本报记者 赵蝶 文 /图

将服务送到“家门口”
满足市民文化需求

成都图书馆将把品牌讲座带到区（市）县

为了更好地促进文旅融合，发挥

公共图书馆的宣传阵地作用，近日，

成都图书馆在金堂淮口综合文化中

心举办了题为《文旅融合发展的文化

阐释与旅游实践》的主题讲座。

本次讲座属于成都图书馆系列

品牌讲座“成图乐龄荟”其中的一

场。同时，该讲座还是成都图书馆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区域联动系列活动

之一。

资深旅游政策研究员、书法研究

者、美学研究者、具有二十年政策研

究、旅游综合开发与运营经验的张晋

名老师作为讲座嘉宾，结合金堂县文

旅行业的发展现状分享文旅融合发

展的经验。本地居民、文旅工作者以

及专程从市区坐车前来听讲的听众

让现场座无虚席，丰富的内容、精彩

的演讲，博得现场读者的阵阵掌声。

“5月，我馆将继续结合听众的实

际需求，联合资阳市图书馆、新津区

图书馆、简阳市图书馆、金牛区图书

馆、青羊区图书馆等区（市）县图书

馆，在资阳市图书馆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金牛区天回镇街道玉磊社区、青

羊区‘再思庐’巴金书屋、简阳市图书

馆市民书房分馆等市民身边的文化

场馆陆续开展成都图书馆品牌讲座。

持续带来‘家门口的服务’，不断满足

市民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期待。我们

将成都图书馆的优质讲座资源带到

各区（市）县，让成图的品牌服务惠及

更多读者，也为各区（市）县图书馆推

动文旅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智力支撑。”成都图书馆讲座

负责人介绍道。

□本报记者 赵蝶秀丽东方邀您
沉浸式体验安徒生童话世界
□本报记者 赵蝶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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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斌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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