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雁江
长寿之乡

封面新闻主题周·资阳雁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
清）又到了要靠空调“续命”的时
候了。7月9日，四川盆地各个城
市气温几乎都蹿上了30℃，本周，
大家随时可以带上一把孜然，出
门在外，撒上一点，就有“烤肉”
啦。本周，盆地气温飙高，成都或
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9日，明晃晃的太阳晒得人连
出门都要鼓足勇气。成都的游泳
池、商场以及人民公园防空洞成
了热门地。如果你觉得被热化
了，那么，接下来几天，就只能说，
热得蒸发了。

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今起
三天（10日—12日），成都阳光刺
眼，最高气温都将超过35℃，11
日、12日，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达到
36℃。我国一般把日最高气温达
到或超过35℃时称为“高温日”。
成都的气温数据，出自位于温江
八角村的国家基本气象站。今年
以来，温江站观测到的最高气温
为34.5℃，出现在7月7日。也就
是说，如果这三天，成都的气温可

能创今年新高，成都也将迎来今
年首个高温日。

小暑已至，7月12日，三伏天
也将拉开帷幕，不热是不可能
的。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的预
报，未来一周，盆地以多云间阴天
气为主，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省
内大部地方气温正常略偏高。13
日晚上到14日，盆地大部有雷雨
或阵雨，其中西南部、南部、中部
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川
西高原和攀西地区以多云间阴天
气为主，多阵性降水，其中13日晚
上到15日，甘孜州南部到攀西地
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

简单说来，下周，四川将开启
“烧烤”和“水煮”模式。盛夏已铆
足全力向我们跑来，出门记得防
暑防晒，正午时段，尽量避免户外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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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溪茶酒飘香 引49万网友围观
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泸州聚合资源、文化，一直在创造奇迹

7月6日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白庚胜、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
长石英、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
常务副院长邱华栋等20位作家、书
法家和画家齐聚泸州市纳溪区，几
天时间里，纳溪的灵山秀水、人文历
史、特色产业、城市发展给大家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为大师们的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一手素材。

8日下午，“中国名家读纳溪”文
化研讨会正式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名家和本土文人以文会友，为纳
溪文化发展建言献策。

8日下午5点，封面新闻直播团
队邀请到了中国名家、纳溪本土茶
酒专家、纳溪民歌对唱“行酒令”表
演者等，共同品评茶酒文化，吸引了
49万网友围观。

名家：
以“读者”身份来读纳溪

一天半的行程里，名家们在纳
溪众多的景点之间穿梭，感受，白庚
胜说，此行，他们作为“读者”来到泸
州纳溪，来阅读泸州人民几千年来
记载在大地上的史诗，未来，他们有
可能变成一个作者，歌颂泸州。

白庚胜认为，中国大城市边的
小城市，往往会产生吸虹效应，“大
城市的稀释，把资源耗尽了。恰恰
像泸州这样的城市，过去创造了奇
迹，今天也在创造奇迹，它把茶马古
道、长江经济带的各种资源、文化很
好地聚集在一起。聚变，然后在效
能上进行裂变，所以，泸州是酒香不
怕巷子深，名满全国、名满世界。”

“本真、清新、向上、潜质”是石
英对纳溪的第一印象，纳溪在文化
发展上愿意投入，那么也就具有其
发展的源动力。石英说，不管从文
化发展或是经济发展来看，纳溪都
是因地制宜的，没有热衷于表面肤
浅的东西，这难能可贵，纳溪保留着
自己内核、最具有特色的东西。

著名作家、《中国作家》杂志主
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王
山说，尽管是第一次来到泸州纳溪，

但“喝泸州酒，品纳溪茶”这句话是
早有耳闻。“把泸州纳溪的优势和特
色一句话都说出来了。”王山认为纳
溪完全有条件利用自己独有的传统
优势、地理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
势发展自身的茶叶产业，包括茶文

明，茶文化。

直播：
民歌对唱“行酒令”引围观

8日下午5点，封面新闻直播聚
焦纳溪，著名文艺评论家、辞赋家、
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何开四，中
国散文学会副秘书长张立华，中国
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副会长尹汉胤，
《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王山，四大名
家与纳溪的本土茶酒专家以及纳溪
特色民俗——民歌对唱行酒令表演
者，一起品评茶酒文化。此次直播，
全网点击量达49万人次。

作为中国民歌之乡的纳溪，划
拳行酒令也是独具特色，不仅是用
民歌唱出来的，还能边唱边跳舞蹈，
封面新闻直播一开始，网友们就被
这原汁原味的行酒令给乐翻，“原来
行酒令也可以这样玩”。

“品泸州老窖，喝纳溪特早茶。”
纳溪的茶酒文化引起了网友们的热
情互动，尤其是纳溪的特早茶，作为
每年开春后中国最早采摘的绿茶，
网友们也是十分在行，点评说“现在
喝茶主要就是喝文化”、“纳溪的美
女那么水灵都是喝茶喝出来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庆
李华刚 实习生 杨淑岚 摄影报道

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雁江
区积极加入国家级旅游业改革
创新先行区建设，推进成资旅游
一体化，加快乡村旅游发展，是
成资生态旅游线路上的重要一
站。7月10日，封面新闻将带你
走进雁江，寻找“健康雁江”的
长寿密码，探寻深山河谷神秘藏
兵洞，品尝万亩荷塘里的鲜美全
藕宴。

原生态花溪谷
考古新发现多处藏兵洞

花溪河发源于中江县，流经
金堂、简阳，在雁江区保和镇晏家
坝两河口汇入沱江。在雁江区中
和镇境内，被称为“花溪谷”的一
段，河水清浅，山林掩映，目前还
是原生态未开发的状态，每到夏
季，会吸引不少戏水消暑的游客。

近日，雁江区考古专家透露，
在保和镇花溪河沿岸的村落中，
考古新发现了开凿于山石上的多
处藏兵洞，最大的洞穴可容纳近
百人，有地道通往住宅。封面新
闻主题周期间，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将实地探访这些藏兵
洞，封面新闻也将对其进行直播。

今年2月，雁江区召开了“花
溪河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规划
方案评比会。2017年第一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中，投资
达10亿元的“花溪河生态休闲农
业示范区基础及配套设施项目”
赫然在列。目前，花溪河旅游开
发已进入规划编制阶段。

万亩荷花绽放
8月中旬将举行荷花节

2014年，为了抢占川渝地区

的莲藕市场，丹山镇积极引进业
主打造“万亩莲藕之乡”，在丹山
镇发展莲藕种植1万至1.5万亩，
着力推进川中万亩莲藕基地建
设，突出特色产业，打造特色品
牌，推动优质莲藕基地规模化、标
准化、品牌化发展。

入夏以来，成片荷塘里，微风
袭来，伴着幽幽的荷香，心旷神
怡，红的白的粉的荷花，争奇斗
艳。8月中旬，资阳市雁江区丹山
镇首届荷花节将在这里举行，游
客可以在这里的万亩荷塘中品尝
到全藕宴。

目前，丹山镇正全力筹备荷
花节，已完成观赏荷花种植、民居
风景建设、庭院美化、边坡绿化，
现正加速推进景观工程和周边环
境建设。

打造“健康雁江”
城东新区靓丽迎宾

傍晚时分，雁江城东新区，字
库山公园游人如织。这里继承了
雁城的文化基因，处处散发着雅
致的书卷气。因地制宜依托绿色
山体，利用起伏落差打造公园全
景，高大乔木、低矮灌木、绿色草
地、亭台楼阁在景观打造中相得
益彰，为的就是让游客体验到犹
如被大自然环抱之感。

雁江区作为“中国长寿之
乡”，近年来加大人居环境改善，
进一步增强“长寿之乡”的硬件设
施，康养产业正蓬勃发展。

行走于城东新区，就像穿梭
在如画的风景里，一道道“生态绿
廊”构成了一处处“天然氧吧”，十
分惬意，这皆得益于城东新区“生
态宜居”的发展战略。

近年来，城东新区着力构建
绿色生态景观建设，将城市园林
绿地、滨江人文景观、东部和南部
山体原始三大生态体系紧密相
连，把自然山水的生态景观和历
史文化的人文景观相结合，同时
注重传统与现代、城市与自然和
谐共生理念，力争把城东新区打
造成“知名的自然和文化中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

同班的他们谈起了恋爱
“我打赌，你们不敢谈恋爱！”

2009年10月，新疆库尔勒某高中
高二（5）班教室里，听到朋友的
话，原本有说有笑的张勇宏和屠
蕊琪僵住了。

那时，刚分到同班的他们相
识还不满两个月。纵使几个朋友
经常聚餐、看电影，纵使两人有聊
不完的话题，但还是高中生的他
们，从未想过谈恋爱。

但在那一刻，不知是被朋友
的挑衅言语刺激，还是觉察到潜
藏内心的悸动，两人对视一眼后，
竟异口同声地说：“恋爱就恋爱，
有什么不敢的！”

就这样，16岁的她和17岁的
他，因一次打赌，恋爱了。

每天清晨，张勇宏都会带着
早餐，骑脚踏车载屠蕊琪上学；午
休后，他又拿着零食等在她家楼
下，冬天烤红薯，夏天冰淇淋；每
天放学的路上，两人聊着学校里
的趣事，分享彼此的心情。

屠蕊琪直言，刚在一起的时
候，两人都没有认真对待这段关
系，但这却并不妨碍正值花季的
少男少女，恣意享受爱情的甜蜜。

成为维系感情的重要纽带
高中生谈恋爱，免不了遭遇

老师和家长的阻拦，屠蕊琪和张

勇宏也不例外。两人的关系被发
现后，屠蕊琪的父母开始接送她
上下学。而面对老师的注视，两
人即便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也不
敢说话。

“但我们依旧坚持写爱情日
记，一天都没断过。”原来，他们自
打在一起，就开始轮流用文字记录
恋爱心情和对彼此的期待。在两
人无法交流的那段时间，这本日记
便成为维系感情的重要纽带。高
中毕业时，日记已有厚厚的两本。

谁都没有想到，这场风波不
但没有为他们的感情画上句号，
反而更坚定了两人携手走下去的
决心。高三时，他们承诺彼此共
赴四川读大学，在张勇宏的老家，
延续这段感情。

2011年7月，屠蕊琪如愿收到
川音绵阳艺术学院的通知书，而
张勇宏却被天津的大学录取。“我
再复读一年吧。”为了履行当初的
承诺，张勇宏忍受巨大的心理压
力，开始了煎熬的复读生活。次
年，他如愿考入宜宾学院，与女友
靠得更近。

带给他最感动的生日惊喜
从绵阳到宜宾，4个小时的大

巴，张勇宏和屠蕊琪几乎每隔一
个月都要为彼此搭乘一次。虽然
还是异地恋，但能够同在四川，两
人已十分满足。

除了每晚的通话和每月的约
会，为了给这份爱情保鲜，两人还
不断为彼此制造惊喜，“我们都觉
得每个年龄段、每种心态都只有
一次，过得有仪式感一点，老了之
后才不会遗憾。”

2013年6月24日，屠蕊琪为张
勇宏准备的生日惊喜，令男友当

场落泪。
“川崎玫瑰，就是那种纸折的

玫瑰，我给他折了999朵。”为了准
备这份礼物，已开始大三实习的
屠蕊琪，献出了一整个月的夜
晚。加上练手的和不好看的，她
一共折了1100余朵。

当天下午，张勇宏站在屠蕊琪
宿舍楼下，看着女友抱着一大束玫
瑰冲下来的身影，眼泪止不住掉了
下来，“我以后一定会对你更好，会
加倍爱你。”他向女友承诺。

加班回家收获浪漫求婚
2016年，张勇宏大学毕业，在

成都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一
年，他和屠蕊琪的爱情也顺利度
过七年之痒。张勇宏暗下决心：

“我要把心爱的女孩娶回家”。
2016年12月18日，圣诞节前

的周末，是张勇宏求婚的日子，
“我想让她圣诞节出去玩的时候，
向姐妹们炫耀自己的钻戒”。

那天屠蕊琪加了一天的班，这
正好给了张勇宏装扮新家的机会：
用气球在墙上拼出“MARRY
ME”的字样；用上百杯蜡烛摆出一
道烛光长廊，并在客厅拼出一颗心。

当晚8点过，毫无准备的屠蕊
琪推开家门，看到眼前一幕，愣住
了。张勇宏牵着女友走进红心，
单膝跪地：“这辈子想给你的最大
惊喜在这儿了。我们相爱这么多
年，我一直对你说我爱你、想娶
你，但是还没有付诸行动。今天，
就请你嫁给我吧，我们一起牵手
走过未来更多的7年。”

说完，两人拥抱在爱心中，流
下幸福的泪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
记者 曹菲

特别说明

每个ID每天每个比赛限投
5票（可投给同一参赛对象，也
可投给不同参赛对象），禁止刷
票。一旦发现有刷票行为，组
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

扫二维码参与活动

“最美新娘”开评:
打动您，
就请投票吧！

谁是您心中“最美新
娘”？无论你是被新娘的笑
容迷住，还是被她的故事感
染，抑或喜欢美丽新娘的颜，
请掏出手机，为打动你的
那个瞬间行动吧！

7月7日起，“红花
郎·幸福2017（四川
站）”活动“十全十美”
评选大赛开始投票。

“四川十大最美新娘”、
12个赛区的“十佳宴
席酒楼”开始PK，期待
您能投出宝贵的一票，为
您心中的“十佳”点赞。

您只需扫描红花郎十全十美
大赛二维码或登录封面新闻APP
（进入封蜜CLUB）找到活动页面
即可参加，也可以通过华西都市
报官方微信、红花郎官方微信找
到活动页面入口。

红花郎·幸福2017为爱启航 我有美酒·寻你最美爱情故事13

绿色产业基地
秀美人文纳溪

封面新闻主题周·纳溪

封面新闻主题周今日带你走进资阳雁江

探访神秘藏兵洞
品尝美味全藕宴

资阳市雁江区，是“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地，因此被
称为“蜀人原乡”，这里也是苌弘、董钧、王褒古代

“三贤”的故乡。沱江、花溪谷、蒙溪、九曲河、清水河等一江
七河十八溪流灌全境，老鹰湖、鲤鱼湖等大小人工湖泊星罗
棋布，使得雁江区境内生态完美，适宜人居，成就了“中国长
寿之乡”的美名。

本周“烧烤”+“水煮”
成都或迎今年首个高温日

8年爱情长跑
“校园CP”步入婚姻殿堂
新娘坦言幸运，在最美的年华遇到对的那个人

2017年5月1日，屠蕊琪和张
勇宏携手走入婚姻殿堂。从身穿
校服到披上婚纱，他们用了整整
八年时间。

2009年深秋，还在读高二的
两人，因一次打赌从朋友变成恋
人。或许缘起有些儿戏，但这并
不妨碍他们恣意享受青葱岁月的
恋爱甜蜜，并在历经波折后倍加
珍惜这份感情。

“有时我们会不经意做同样的
动作，异口同声说同一句话，那感觉
实在太美妙了。”看过彼此最初的模
样，陪伴彼此成长的二人，有着其他
恋人无法企及的默契。屠蕊琪说，
她是幸运的，因为她在比较早的年
纪，就遇到了对的那个人。

7月4日，在郎酒集团“红花
郎”联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举
办的“我有美酒，寻你爱情故事”征
集活动中，屠蕊琪夫妇讲述了他们

“从校服到婚纱”的爱情故事。

次打赌1

朵玫瑰999

相恋八年，屠蕊琪和张勇宏走入婚姻殿堂。 受访者供图

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为纳溪
文化发展建言献策。

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高铁广场被公园环绕。雁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本日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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