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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逐绿
构建全域旅游“生态”样板

连日来，雨后初晴，碧空如洗。

驱车行驶在月季大道，令人心旷神

怡。远方，层层岱山郁郁葱葱；近处，

争相绽放的月季、格桑花格外耀眼。

在蓝天的映衬下，树木由低到高，叶

色由浅至深，构成了一幅醉人的画

卷。

在年俗村，一幢幢川西民居风

格的小别墅掩映在金色的田野中，

栩栩如生的年画故事跃然墙上，乡

趣十足又不失美感。游客们或在清

澈的溪边嬉戏，或坐在水月荷塘旁

乘凉，或穿行在迎春图景观墙、年雕

塑、古戏台等景点中，欣赏着立体而

生动的“艺术展”。“传统与创新碰

撞，自然美景与传统文化相融相生，

充分展现了乡村文化振兴与自信，

真羡慕住在这里的村民。”游客感叹

道。

“村里的 138 户搬迁农户被分

为 12个年俗区组团，既能享有与城

镇居民一样良好的公共服务，又保

留了‘前庭后院、栽瓜种菜’的农村

特色，大家乘上旅游经济快车，发展

民宿、餐饮、娱乐等实体经济，走上

了增收致富之路。”年俗村党支部副

书记牟修军告诉记者，孝德镇在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挖掘本地历

史文化资源，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绵竹年画创新应用到美丽乡村

建设中，培育“年俗+美食”“年画+休

闲”等新产业新业态，吸引各地游客

慕名而来，让中华年俗村成为绵竹

全域产业链上的璀璨明珠。

“生态美”带动“产业美”早已成

为绵竹绿色发展的路径之一。近年

来，绵竹立足自身优势，积极探索绿

色生态发展路径，借助全域旅游东

风，依托玫瑰、猕猴桃、葡萄、茶叶等

农业资源，串联“历史文化游”“休闲

度假游”“自然生态游”“运动康体

游”“特色乡村游”等生态旅游线路，

打造旅游产业新业态。并深挖剑南

春、赵坡绿剑等品牌内涵，推动“酒

文旅”“茶文旅”与传统文化碰撞融

合，将绵竹白酒文化与旅游资源融

入“三九大”旅游环线，构建全域旅

游新格局。

生活向绿
厚植幸福生活最美底色

蓝天不再是奢望，绿水不再是

惆怅。城市不仅有钢筋水泥的强健

骨骼，还有莺飞燕舞、四季分明的生

态底色，更有人在景中的惬意生活。

夜幕降临，樱花广场上，市民或

结伴散步，或翩翩起舞，或驻足休

息，一派悠闲惬意的景象。“现在不

仅是公园，还有各条道路旁的点位

都新增了不少鲜花苗木，现在的绵

竹四季有花，变得既有颜值又有气

质。”退休教师李修萍说。

今年，中心广场新区也成了很

多市民每日必打卡点。沿着便道向

广场中央前行，市民三三两两拾阶

而坐，感受阵阵凉风，孩子们骑着玩

具车享受着追逐的快乐。“作为休闲

娱乐的场所，以前的广场太拥挤了，

现在打造出一个新广场，衔接以前

的广场，太巴适了。”市民孙福英说，

现在的绵竹真的很美，大家随手就

能拍出如画般的美景，感受人在景

中的惬意生活。

生态环境是生存之本、发展之

基。近年来，绵竹市坚持生态宜居

城市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城市环境

提升工程，对流经城区的马尾河、

杨家河、车桥河等主要河流进行了

综合整治，建成怡园东路、金陵嘉

园、茶盘街等多个城市综合绿化广

场和房地产配套公共绿地。同时，

加大对建筑施工扬尘、噪音污染等

环境问题的治理力度，大力实施城

市道路绿化景观改造，有效提升城

市生态环境，每个角落都渗透着绿

意。

如今，绵竹正加快构建“点上绿

色成景、线上绿色成荫、面上绿色成

片”的城区绿化新格局，真正实现推

窗见绿，出门进园，市民百姓乐享绿

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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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日上午，在四川省广

安市华蓥山旅游景区，来自澳大利

亚的女孩莫妮可第一次坐滑竿，体

验了一次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资文

化遗产“华蓥山滑竿抬幺妹”。“太

好玩啦，就像空中汽车一样。”莫妮

可向远在澳大利亚的家人分享自

己的感受。

6月 16日至 17日，由四川省

委宣传部主办的“走读四川———外

籍友人‘红色经典·伟人故里行’”

活动走进广安。来自四川大学、成

都理工大学、西华大学等高校的

10 名外籍老师和留学生身临其

境，学习体验广安的红色文化及优

秀传统文化，华蓥山滑竿抬幺妹便

是这场文化盛宴中一道“精品菜”。

“代市舞龙”是广安市市级非

遗项目，在该项目传承人付大山的

指导下，阿富汗籍留学生阿里、印

度尼西亚籍留学生林春银等体验

了一把舞龙的乐趣。他们举起龙

身，展示扭、挥、仰、跪、跳、摇等多

种姿势，舞得有模有样，赢得在场

的前锋区当地居民的阵阵掌声。

在前锋区思源学校操场上，

1800余名学生，右手拿着一只竹

筷，左手举着一个盘子，展演非遗

项目“四川盘子”。伴随着《三字经》

音乐节奏进行敲击，清脆悦耳的声

音顿时响彻整个校园。“太壮观了，

就像是一场大型音乐会现场。”西

华大学日语教师森永雄太赞叹道。

茶叶被誉为“神奇的东方树

叶”，是“丝绸之路”上的宝贝。在华

蓥山海拔 1000米左右的茶园里，

来自也门的西华大学留学生萨利

赫，竹篓挂腰间，化身“采茶郎”，穿

行于松林下的茶陇，很快就采了大

半篓。“我对中国的茶文化一直很

感兴趣，这次采茶体验非常有趣。”

萨利赫在茶园开起直播，向同学

“炫耀”采茶过程。

来到古色古香的的川东民俗

博物馆，外籍友人脚踏青石板，坐

上太师椅，品着中国茶，轮流分享

此行的感受。“广安是一个美丽而

又神奇的地方。”“四川清音很好

听，云童舞令人印象深刻。”“我会

向家人、朋友推荐广安。”“来到广

安，安逸得很，巴适得板。”大家纷

纷讲述了各自的“观后感”。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旨在

“借船出海”，邀请在国外社交平台

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外籍人士、网络

红人和留学生，前往四川境内的风

景名胜、历史遗迹、乡村古镇等点

位参观、体验和交流，通过他们的

亲身体验和真实感受，向国际展示

大美四川新形象。

年度法治大剧《公诉精英》杀青

日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

国检察出版社、四川世纪华纳影

业有限公司、成都世纪华纳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成都影视城、四

川传媒学院、成都影视硅谷集团

等联合摄制的年度法治大剧《公

诉精英》顺利杀青。

该剧由余丁导演执导，陈复

军、祖若蒙等任总编剧，迪丽热

巴、佟大为等领衔主演，讲述了新

时代检察官惩治和打击新型网络

犯罪、保护网络知识产权和护航

网络科技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的故

事，生动再现了检察机关以人民

为中心、用法治的力量保障人民

群众安居乐业的崭新成果，全面

展现以女公诉人为代表的新时代

检察官依法履行检察职能，破获

新型网络犯罪案件，斩断网络犯

罪黑灰产业链的正义力量，是最

高人民检察院继《人民的名义》

《巡回检察组》等之后推出的又一

检察大戏、精品力作。

据悉，作为四川省重点文

艺扶持项目，该剧于 2022 年 3

月 8 日在成都影视城开机，主

要以成都市郫都区、天府新区

等区域为取景地，是“郫都出

品”的首部电视剧作品，预计将

于今年在央视、一线卫视和腾

讯视频播出。

（图据成都影视城）

阴本报记者 肖朝德

原创经典同台绽放
群众尽享音乐盛宴
第七届“德阳音乐季”开幕

暨“美丽德阳”原创作品交响音乐会举行

近日，第七届“德阳音乐季”

开幕暨“美丽德阳”原创作品交

响音乐会在德阳钟鼓楼广场成

功举办。

音乐会由四川爱乐乐团担

纲交响乐演奏，乐团首席指挥柴

昊夫执棒，演奏了《红旗颂》《青

春》《茉莉花》《青年圆舞曲》《觉

醒年代》《在灿烂的阳光下》等经

典曲目。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

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四川

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罗蓉，四川

音乐学院教授陈万，中国音乐家

协会会员、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

院副教授吴映春，川科天府艺术

与传媒学院院长、博士汤兴路和

德阳本土优秀歌手联袂演唱了

《中国在这里》《川味儿生活》《为

祖国绽放》《你不用回答》《乡村

五彩路》《情牵沃土》等原创歌曲

和《江山》《歌唱二小放牛郎》《走

向复兴》等经典歌曲，为广大群

众奉献了一台精彩的音乐盛宴。

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四川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宣讲及相

关知识问答。

据了解，“奋进新征程 建功

新时代”第七届“德阳音乐季”系

列文化活动，将用 4个多月的时

间，以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为主线，举办不同形式的高水平

音乐会、音乐赛事、广场演出和

音乐公益讲座等文艺惠民活动。

（德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阴本报记者 李鹏飞

外籍友人体验广安非遗文化：

神奇又好耍 安逸得很

近日，璀璨的灯光把四川省华蓥市明月

镇白鹤咀村利用渠江滩涂兴建的“荷月江

岸”生态景点装点得亮丽迷人，吸引不少市

民群众前来休闲纳凉，享受乡村夏夜的美

好。

位于长江支流渠江东畔的白鹤咀村，曾

是重度水淹区和省定贫困村。近年来，当地

实施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快建设河道堤防，

强化水域岸线生态保护，同时充分利用渠江

滩涂发展农旅产业，种植蜜柚、枇杷等特色

水果，兴建“荷月江岸”生态荷塘景点，并在

此基础上发展农家乐、民宿等乡村旅游，让

滩涂变公园，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休闲观光健

身场所，带动了脱贫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唐有法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滩涂变景点
夏夜“亮”起来

为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近日，四

川省甘孜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发布消息，即日起至 2022

年 9月 30日，甘孜州全域景区

推出重磅优惠政策，对国内外游

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对学生

（含留学生，持学生证）实行门票

全免优惠。

此外，对医护人员（含外籍

医护人员，持工作证）、获得“天

府英才”和“贡嘎英才”的游客门

票全免政策将持续到 2022年 12

月 31日，本次优惠政策与景区

其他优惠政策不重复享受，以最

优惠政策执行。

本次实行优惠政策的景区

包括海螺沟冰川森林公园、稻城

亚丁、康定木格措、康定木雅圣

地、泸定桥、丹巴甲居藏寨、道孚

墨石公园、道孚亚拉雪山、理塘

勒通古镇、巴塘措普沟、德格印

经院、燕子沟等所有收售门票的

景区。

目前，甘孜州最新疫情防控

政策为：川渝地区的游客，14天

内无疫情地区旅居史的无需核

酸检测报告，正常进州；省外游

客，执行四川省“入川即检”的统

一政策；入州游客需及时填报

“来返甘孜州报备”小程序。

据四川日报

甘孜州全域景区推出优惠措施

国内外游客门票半价
学生全免

四川省绵竹市

巨笔如椽 绘就幸福生活新图景

近年来，四川绵竹市立足自

身优势，聚焦“双碳”目标，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发

展绿色富民产业、提升农村人居

环境、提高全域幸福指数，使美丽

生态从外在颜值转化为内在气

质，让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绵

竹的鲜明底色。

创建天府旅游名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