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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群 孩 子 们
骑着驴子、骆驼、
马儿，走在城市小
道上，聊天、念诗
……6 月 27 日，封
面新闻将独家放
送李里带孩子们
骑动物行走的视
频，请下载封面新
闻APP收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毛玉婷 摄影 王洪斌

据了解，中国青城国际颐
养中心地处青城山麓核心区的
凤栖山，紧邻被誉为最美古镇
——崇州街子古镇，距成都市
中心50公里，距双流国际机场
40公里，现有川西旅游环线及
两条高速公路连接，第二绕城
高速有专门出口连接到街子镇
的快速通道，规划建设中的成
都第三绕城高速与中心相邻，
连接市区的城际快铁正在建设
中，交通出行极为便利。

在这里，拥有国内任何一
座城市周边无法比拟的核心
环境优势，自身良好的人文自
然资源造就的养生环境；常年
冬暖夏凉，每立方厘米的负氧

离子含量高达 25000-28000
个；这里，具有深厚而优秀的
西蜀文化积淀，儒、释、道兴盛
千年、和谐交融。完美的自然
气候和人文环境，凝成益神养
寿的自然之气。因此，这里素
有长寿之乡美誉，让追求健康
的长者们常年居住，颐养身
心。

丰富的文化底蕴、城市的
内外交通便利、“零”雾霾天、高
森林覆盖率、优质的水资源、舒
适的平均气温、清洁新鲜的空
气、天然的生态环境和没有大
型工业建设，毫无疑问，中国青
城国际颐养中心的选址，具有
极为难得的先天优势。

医养结合下的居家养老
突破养老难题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面市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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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老龄
化问题日益突出

的今天，如何依据中国
国情，解决并优化养老
问题，无疑是非常迫切
的问题。

近日，青城山麓核
心区的凤栖山，一场“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首届青
城颐养智库论坛”，吸引
了国内养老医学界、养
老产业人士的广泛参与
和关注。在行业看来，
这场颐养论坛重要性非
同一般，不光向外界透
露了关于中国养老产业
模式创新的种种细节，
更向外界展示了一个足
以领跑中国颐养产业地
产项目的诞生。

作 为 本 次 行 业 论
坛的主办方之一，青城
国际颐养中心无疑成

为焦点。作为学会的
高端医养健康管理示
范基地、高端颐养照护
示范基地，青城国际颐
养中心首次向外界提
出了“居家养老”，以及
医养、颐养、怡养，“三
养”结合的创新养老基
地概念。

据了解，更令养老
行业和社会康养置业人
士期待的是，被誉为“中
国养老第一站”——青
城国际颐养中心，已经
投入建设，开盘在即；而
大量获悉该项目信息的
颐养人士，已经赶赴项
目现场考察，“还未正式
对外宣传，已有数百人
士关注，首批次推出的
产品显然无法满足第一
批次的需求。”项目负责
人说。

根据规划，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
心，占地达1000余亩。整个项目，将
围绕“医养”、“颐养”、“怡养”三养结
合的智慧·大健康理念，由医养区“高
端健康管理示范基地”，颐养区“高端
颐养照护示范基地”，怡养区“高端居
家养老示范基地”三大示范基地组
成。三大基地，合计共有800余个高
端颐养单元、120张老年专病医养床
位、200余栋高端颐养别院和6000
套高端全龄适老公寓，可为12000余
名长者提供健康快乐的颐养生活。

更为重要的是，该颐养中心还设

有1个院士工作站和由中国老年医学
学会六大分会指派一流专家领衔的二
甲标准综合医院老年病专科门诊。

中心倡导活力、健康、快乐三大
颐养核心思想和老有所依、老有所
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五
位一体的养老理念，首创“医养、颐
养、怡养”三养结合的颐养方式，建立
以数字化信息平台、创新发展医养结
合的老年健康服务和老年健康管理
模式，是集居家养老、医疗保障、健康
管理、旅游度假为一体的新型养老模
式。

据了解，与普通养老中心不同的
是，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把医疗服
务落到实处：实行实名制会员体系，入
住中心任何组团即可根据您的需要和
私人定制需求，享受智能健康档案建
立、定期回访及追踪、运动营养建议、
颐养中心配套的医院、体检中心、国内
顶级医院等服务、优先诊疗、康养类讲
座和上门诊疗等专属健康服务为您提
供生活、医疗等专属保障。

同时，为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颐
养需求，让长者享受到更加实惠、便
利的专属关怀照护，入住全龄社区，
可享受家庭智能健康档案建立、定期
回访及追踪、运动营养建议；享受颐
养中心配套的医院、体检中心等资
源；享受优先诊疗、康养讲座和上门
诊疗等专属健康服务。

通过对国内外顶尖医疗机构的
整合，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让居家
养老也能享受全面周到的健康呵护、

享受到整合国际顶尖科技智能设备
和健康团队资源的智慧居家养老解
决方案。通过智能手表、智能床、心
率带、智能输液装置、智能药箱、智能
手环等科技设备，实时监测您的健康
状态，并通过物联云、云病历、大数据
整合和云端网关等形式，和中心远程
健康医疗咨询平台对接，实现远程实
施诊疗、远程回访、实时咨询等健康
服务，让您和家人时刻了解健康状
态，制定最佳健康方案，24小时健康
幸福随行。 方志勇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首批次
约75㎡-106㎡的居家养老单位共计
200余套即将推出！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的健康
目标：让我们一起健康活过100岁！

地址：中国青城街子古镇
电话：
028—82187666、82187888

“三养”一体 健康和养护的完美结合

依托顶尖医疗机构 营造智慧医疗体系

如何怎样的养老方式才是最适
合中国人的？这是全社会养老行业
一直试图解决的难题。经过长期的
社会调查，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提
出的“居家养老”全新模式，将为此难
题提出解决方案。

“很多社区养老中心，由于功能
和环境单一，并不能全方位满足中老
年人的需求。而青城国际颐养中心，
不光为业主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健
康、颐养服务，更为住户提供完善的
居家系列配套，把颐养中心当成自己
真正的家。”项目负责人说。

中心建有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
米的全天候老年颐养生活基地。这里
有室内四季花园、星级酒店，会议中

心，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西南地区常驻
机构论坛中心和所属的老年照护培训
学校。老年大学、老年文化艺术体验
馆、心理辅导站、运动健身中心、游泳
池、跑道、养生SPA会，颐养区餐饮、超
市、咖啡茶馆、银行、高端小学及幼儿
园、快递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中心还建有200亩生态温泉湿
地公园及主题滨河公园、5公里山间
步道、生态种植园区、私人农场等一
体化生态农业产业链。为满足长者
颐养的生活便利，中心特别建立了滨
水休闲商业区，风情商业街区、社区
特色商业服务中心和集中式购物广
场，集主题街区、精品超市、餐饮娱
乐、现代化农贸市场于一域。

打造“居家养老”，适合中国人的养老方式
“双遗”大板块 颐养身心第一选址

中国青城国际颐养中心项目功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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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6月26
日，广元市利州区企业对接项目推介会
暨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推介会上，利
州区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16个，签约
总投资123.3亿元。其中，与四川旅游
投资集团签定的天曌山旅游区项目，总
投资金额更是高达50亿元。

“一批重大合作项目的成功签约，
既是各位企业家代表看好利州的战略
抉择，也是我们与大家携手发展的全新
起点。”利州区委书记刘襄渝表示，抢抓
发展机遇，投资利州正当时。

从比较优势看，“投资广元、辐射西
部、进军中亚”是因为广元拥有具备突
出优势的投资环境。“环境”，是企业投
资决策最重要的考察因素。

利州具有西南西北交汇点最便捷
的基础设施网络，川东北和甘南、陕南
富集的劳动力资源，生产成本的“洼地
效应”较为突出。“一带一路”的深入实
施和成渝、关天两大经济区的快速融
合，为利州紧密融入全国交通大循环提
供了坚实支撑。目前，广元港已建成营
运，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进出港货物从中
巴铁路经广元港至重庆、武汉、南京、上
海等城市，里程较走南海少了6000公
里以上。西成客专已进入动态验收阶
段，不久之后，广元与成都、重庆和西安
三大国家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将缩短
至一小时左右。

从投资载体看，“投资广元、辐射西
部、进军中亚”是因为利州拥有承接产
业转移广阔的高端平台。在市主城区
用地接近饱和，产业承载空间趋紧的特
殊形势下，广元市委市政府着眼于把广
元城西 306平方公里广阔腹地的级差
地租优势转化为集聚产业发展“洼地效
应”的现实需要，举全市之力加快建设
三江新区，正式拉开“再造一个产业广
元”的发展大幕，为承接产业转移、支撑
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希望这次项目推介会能让更多投
资者了解利州的发展态势、无限商机和
投资环境。”刘襄渝说。

李里说自己是个“国学
控”。从16岁那年开始，他穿
上一袭粗布长衫，“就再也脱
不下来”。喜欢国学的他，认
为要在衣、食、住、行上全面融
入。于是，他在院里栽上郁郁
葱葱的植物，从路边救回一只
只受伤的动物，将家里打造成
了庭院风格。闲暇时，他总会
骑上牛，体会曾经的慢时光。

去年冬天，李里的儿子开
始上幼儿园。第一天入园，由
妻子开车接送。然后李里突发
奇想，问起儿子：“小敏，要不要
骑牛去上学呀？”

没想到，小敏连声说好。
李里乐了，牵出 180 斤的水
牛，在牛鼻子上穿过一条绳
子，再在牛背上搭上垫子，教
儿子骑上牛背，带上铲子，出
发了。一路上，他和小敏聊着

天，教他读诗。而牛儿也不闲
着，时不时地伸出脑袋，吃路
边的树叶、地上的野草。就这
样，父子俩走了1个小时，才抵
达离家3公里远的幼儿园。

见小敏高兴，李里便常常
牵着水牛或驴，载小敏去幼儿
园。后来，小敏有时会主动要
求让爸爸送他上学，李里明白
了，“是想骑牛，因为妈妈只会开
车送他”。虽然骑驴只用40分
钟就能抵达，但是小敏还是喜
欢骑水牛，因为“牛儿更听话，走
得更稳”。慢慢地，牛儿也跟小
敏熟了，“开始懂得保护小敏
了。”有车开过、它在避让时候，
还会刻意保持躯体平衡，不让
小敏摔着。

现在，每周，李里都会抽
空让孩子“体验这种人、物、自
然统一的时光”。

牵牛送儿上幼儿园走红网络
一秒钻入田园诗，带孩子骑着动物学国学……

16个项目总投资123.3亿元

广元市利州区在蓉举行
企业对接项目推介会

6月26日，记者走进李里
的国学动物园，看到了秃鹫、长
尾树猪、象龟等动物。珍奇的
动物边上，他都贴上了对联。

“这是‘镇园之宝’。”李里
指着一只3只脚的斑灵狸说，
如今，他的庭院里已长出了
300株植物，还养了180只动
物。去年，动物园对外开放。

现在，有6个6至20岁的
孩子在李里家中长住，跟着他
学国学。为了让他们与自然亲
近，吃过晚饭后，他常常从园子
里牵出各种动物，让孩子们骑
上游逛。

下午7点，三圣乡附近，天
空有晚霞。李里叫上孩子们，
带着铲子、扫帚、马鞭等工具，
牵着一只骆驼、两头毛驴、两头
牛、一只小马，出了门。孩子们

骑上自己喜欢的动物，在李里
的带领下，走在一条一米宽的
小道上。行走的动物们把水泥
地踩得哒哒响，馋嘴的骆驼不时
停下吃草。又过了一会儿，他们
跟着李里念起诗，“借问酒家何
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途中，一个张姓小朋友告诉
记者自己最喜欢骑骆驼，因为牛
儿身上没有毛。而坐在骆驼上，
可以抱住驼峰，觉得很安稳。李
里随即作了一副对联，“一背光
润牛马难坐，两峰稳夹骆驼爱
骑”。见一对男孩女孩骑马，他
打趣作了一副对联——“含笑低
眉坐安马上，牵绳细语行漫田
间”。出门20分钟，一行人才走
了700米。李里说，他们常一逛
就是1小时，有时向左，有时向右，
不同的路线，会有不同的风景。

日，一组父亲送3岁儿子骑牛上幼儿园的照片在网络上热
传。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访照片中的父亲李里了解到，
他是个国学爱好者，送儿子骑牛上幼儿园，得走1个小时的

路程。路途中，儿子不但可以看牛儿吃草，还可以一路听他念诗，这
是让儿子和自己，以及自然界动物界沟通的方式。

李里在成都办了一个国学兴趣班，还在家中养了180种动物。
除了每周牵牛送儿子上幼儿园外，他还常常从园子里牵出各种动物，
让跟他学国学的孩子们骑上去游逛。

近

“送孩子上幼儿园，骑的不
是电马儿，而是一头牛。”李里
送3岁儿子上幼儿园的照片出
现在网上后，立马引起了热
议。一个背着小书包的小孩坐
在牛背上，在城市里行走，让网
友纷纷称“稀奇”，并说这是“牛
座驾”。有人认为，“这么用心、
诗意的父亲，是孩子童年最好
的礼物”，“父亲是在培养孩子
勇敢的心，让孩子体会自然的
快乐。”还有网友表示羡慕，“重
要的不是用什么工具上学，而
是有父亲的陪伴”。

也有网友担心孩子的安
全，认为“掉下来，很容易被牛

踩到”。有人认为，李里的行
为会造成环境污染。对此，李
里认为，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更
是污染，而自己会及时清除排
泄物。对于炒作的质疑，李里
回应道，“称讥毁誉寻常有。”

对此，交管部门表示，《道
路交通安全法》没有规定马或
者牛等动物不能骑上路。如
果要上路，建议走非机动车
道，同时主人要牵好。此外，
动物容易受到惊吓，骑行上路
对骑行者和其他交通参与者
都会造成一定的交通安全隐
患，如果发现有这种行为会进
行劝导。

骑牛上学读诗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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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座驾”污染环境？

家里开出动物园
骑马驴骆驼学国学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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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牛送儿子上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