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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充分体现了现代文明和都市
气息，全面满足老百姓常年亲水、健身、
休闲的需要。”8月17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在全川范围内，发起“晒晒身
边那片‘绿’，共绘四川最美‘绿地图’”
的推荐评选活动，引来广大网友的火热
互动。宜宾市民伍女士用这段推荐词，
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专题活动页面上，推
荐了宜宾长江公园。

俯瞰长江公园，它就像一条华美的
带子，沿着岷江展开。在素有“万里长江
第一城”的宜宾，这座公园以优美的自然
环境和智慧城市设施赢得市民的赞美。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推选阶段仅剩
最后2天。从9月16日开始，将开通网
络投票渠道，欢迎广大网友为心目中的
最美“绿”投上宝贵的一票。

亲水步道/
市民休闲第一选择

宜宾长江公园西起戎州大桥，东止
大溪口，全长约4.6公里，占地面积1000
余亩。公园充分利用了岷江的天然水系
资源，沿江修建了亲水步道、临水步道和
骑游跑道，可以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

虽已入秋，暑气却未彻底消除，25
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勾引着人们玩水的
欲望。宜宾长江公园内的亲水步道，就
为当地市民提供了戏水的绝佳场所。

“暑假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带着孙
子来玩。”市民刘伯伯介绍，水面刚刚没
过脚踝，走在里面既能消暑，还不会弄
湿衣衫。除了自然水景，公园内的红
花、绿地、长廊随处可见，这些景致共同
为市民搭建起散步、休闲的环境。

此外，公园内现代化的配套设施，
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可以轻松地
连接上无线WIFI；公园主出入口共设
置9个当天天气、水位、出行指南等公共
信息发布机；公园内按照星级标准建成
多个卫生间和停车场；园内还配置了高
品质的休闲座椅和环保垃圾箱。

因此，有市民点赞：“宜宾公园是将
自然美景与都市气息融合的典范”。

赶紧晒图/
点赞身边最美“绿”

眉山东坡湖湿地公园，神形并茂地
演绎了“东坡水月”；攀枝花，破解金沙
江干热河谷生态修复难题，变荒山为森
林公园；西昌实施邛海退耕还湖，建成了
2万亩全国最大城市湿地；成都浣花溪、
锦城湖、东湖公园、三圣乡，让市民游客
流连忘返。

在四川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多措并
举、因地制宜，城市建设者正努力将一
抹绿意、一片花海留存于城市楼海之
间。

“晒晒身边那片‘绿’，共绘四川最
美‘绿地图’”推荐评选活动将持续到
10月1日，您只需扫描二维码下载并登
录封面新闻客户端，就可在相关活动专
栏内提交您所推荐的“城市绿”的名称、
地点、特点以及推荐理由等信息。

百名封面新闻记者，将对大家推选
出的“城市绿”进行实地探访报道。9月
16日起，我们将开辟投票专区，并根据
网友投票选出的“城市绿”，绘制首份全
川最美“绿地图”。

特 |别 |提 |醒

推荐阶段只剩2天
投票即将开启

即日起到9月15日，可在封面新闻
客户端专题栏目中点击“我要推荐”，填
写所推荐“城市绿”的名称、地点、特点、
推荐理由等信息，将心中最美的“绿”，
推上四川最美“绿地图”。从9月16日
开始，活动将进入投票阶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曹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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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网友推荐长江公园
亲水消暑热 绿地可怡情

@全川网友：“共绘四川最美‘绿地图’”活动投票将于9月16日开启

“共绘四川‘绿地图’”
活动须知

活动时间：
8月17日至10月1日。其中，

8月17日至9月15日为推选阶段；9
月16日至10月1日为投票阶段。
参与途径：

1.拨打华西都市报热线
028-96111，推 荐 心 中 最 美

“绿”；
2.发送新浪微博携带话题

#共绘全川“绿地图”#，并@华
西都市报进行推荐；

3.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专题
栏目下进行评论或留言。
具体参与方式：

下载并登录封面新闻APP
客户端，点击右下角的“我
的”，进入蜂蜜club，找到“晒
晒身边那片‘绿’，共绘四川最
美‘绿地图’”活动专题，按照
评选规则填写推荐页面。
推荐程序：

1.上传资料至推荐通道；
2.选择所在区域；
3.填写真实有效的姓名、

联系电话；
4.上传身边“绿”的照片

（彩色，2M以内）；
5.用3到5个词语描述推荐

“绿”的特点；
6.填写50字以内的推荐理

由；
7.待后台审核完毕自动生

成专属推荐页面，视为推荐成
功（约2-3个工作日）。

宜宾长江公园。推荐网友供图

灯光为笔 重现传世诗篇

9月13日晚上8点，乐山中心
城区对岸，岷江、青衣江、大渡河
在乐山大佛脚下汇流。三江交
汇之地，华灯璀璨——距离“夜
游三江”首航还有3天，工作人员
们正进行最后的联调联试。记
者从乐山大佛景区附近的八仙
洞码头登上游船，沿相对平缓的
岷江水域，感受不一样的乐山。

“夜游三江”夜景分为4大篇
章，依次是古城再现、国画山水、
国画城市、睡佛初醒。游船从码
头出发，随即进入“古城再现”篇
章，对岸，清代咸丰、同治年间重
建的嘉州古城墙映入眼帘。古
城墙在光影中连成一体，宛如水
上的金色纽带，临江而立的楼观
与灯火，映射出古城壮美、古朴、
沧桑的轮廓。

游船逆流而上，临江东岸开
启“国画山水”篇章——色彩和
明暗的汇集变化，就像嘉州画派
的泼墨手法，结合音乐韵律，以灯
光为画笔，以嘉州长卷仿古街区
为纸，勾勒出一幅丹青山水画卷。

光影变幻之间，几行诗句投
影在不远处的山体上，正是张问
陶的题画诗《嘉定舟中作》：“凌
云西岸古嘉州，江水潺潺绕郭
流。绿影一堆漂不去，推船三
面看乌尤。”

千年大佛披上“五彩袈裟”

游船继续前行，“国画城市”
篇章徐徐展开——两岸高楼鳞
次栉比，勾勒出一座现代都市的
轮廓。不多时，雄伟的岷江二桥
近在咫尺，犹如长虹卧波，人车
如流水马如龙。

随着游船靠近，桥体不断变
幻颜色，随船讲解员说：“桥身上
明暗呼吸的变化，包含着山与水
的相依，蕴藏着古与今的辉映，
展示着静与动的交融，体现了城
与人的共通。”

在抵达岷江二桥后，游船调
头返程驶向下游，迎来了“夜游

三江”的高潮——“睡佛初醒”。
乐山巨型睡佛是由乌尤山、凌云
山、龟城山构成。头南脚北，卧
于三江汇流之处。乌尤山为“佛
头”，山嘴是“肉髻”，景云亭如同

“睫毛”，山顶树冠各为“额、鼻、
唇、颌”，惟妙惟肖，极具神采。

游船停靠在观佛楼，这里是
观赏睡佛的最佳地点。随着五
色变幻，睡佛的轮廓越发清晰，
梵音婆娑中宛若初醒。而位于
睡佛心脏部位的千年大佛，则仿
佛披上了一件光影织就的五色

“袈裟”。

披“五彩袈裟”乐山大佛可以夜游了
乐山“夜游三江”项目起航，大佛景区告别“半日游”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
的明星……一首《天上的街市》，传诵
了近百年。如今，诗中那多情浪漫的
夜晚，终于在作者郭沫若的故乡乐山
呈现——一江秋水温柔流淌，几艘画
舫轻盈穿梭，两岸灯火璀璨，大佛和
古城遥遥相望，光影变幻之间，厚重
的历史、浓郁的禅韵便弥漫开来……

9月16日，“夜游三江”活动将在
乐山中心城区岷江水域举行首航仪
式。13日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提前登船探访，感受“船从三江
过，人在画中游”的盛境。14日晚8
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直播团
队，也将从空中、水上和地面全方位
直播这场视觉和文化的盛宴。

据“夜游三江”活动相关负责人
介绍，“夜游三江”是第四届四川国
际旅游交易博览会的重头戏，也是
省内已建成的单个夜景项目中最大
的一个。随着该项目的起航，乐山
夜间旅游将进入新阶段，乐山大佛
景区将告别“半日游”的尴尬，成为
乐山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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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夜游三江’夜景部分，一
共使用了8万多套灯组，点亮了半个
乐山城。”据“夜游三江”活动相关负
责人介绍，夜景提升范围跨度约7公
里，夜景线路总长约24公里，是省内
已建成的最大单个夜景项目，项目采
用了智能数字照明系统，具有演绎效
果好、节能环保、经久耐用等特点。

该负责人表示，“夜游三江”除了

游江外，还包括游山和游城。也就是
说，除了乘游船夜游三江，还能在晚
上参观大佛景区，感受与白天不一样
的乐山大佛，而在乐山市区上中顺仿
古街区等地，也将推出丰富的配套活
动。为了展示这种“山水结合、乐山
乐水、城景互动”的独特魅力，实施了
灯、江、船、岸四大工程。

其中，游江是活动重点和亮点，

涉及了上述的夜景提升、航道维护、
游船改造提升、两岸环境整治四大工
程。以游船改造提升为例，除提升原
有3艘游船外，还专门打造了两艘画
舫式游船，并命名为“大佛”和“凌
云”。两艘新船配备了先进雷达导航
系统，装饰风格则融入了乐山佛文
化，行驶在夜幕下的岷江中，本身也
是一道靓丽风景。

8万套灯组 点亮半个乐山城

“‘夜游三江’的意义，远远不止
是一个亮化工程。”活动相关负责人
表示，第四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
会将于9月17日至24日在乐山峨眉
山市举行。9月16日晚，旅博会开幕
式的前夜，“夜游三江”活动作为本届
旅博会的重头活动之一将举行首
航。而在旅博会结束后，“夜游三江”
也将逐步常态化，“目前呈现的只是

第一期。”
“夜游三江”也标志着乐山旅游

进入了新阶段。过去长期以来，尽管
乐山拥有峨眉山、乐山大佛两处世界
文化与自然遗产，还拥有东风堰这一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中国唯一一个

“三遗”城市，但“只静不动、只火不
热、只有白天没有黑夜”的尴尬，成为
乐山迈向国际旅游目的地征途上的

绊脚石之一。
近年来，乐山市着力打造“夜间

游”、发展“夜经济”，打造和提升了上
中顺仿古街区、张公桥美食街等一批
夜间旅游项目。而“夜游三江”活动
的重磅推出，将让大佛景区告别“半
日游”的尴尬，成为乐山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的排头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夜游常态化 大佛告别“半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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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璀璨。李昕锋 摄

游船上远观“睡佛初醒”。黎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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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为衡平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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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武汉设有业务团队。

资产优势：2017年上半年，资产管理规模超过4000亿元；
本土优势：诞生于成都、扎根于成都，是全国展业的正规金融机构，值得信赖；
股东优势：特大型中央企业集团——中国中铁（A+H上市）控股，实力雄厚；
品牌优势：近年来，先后获得“年度优秀信托公司”、“年度优秀信托品牌”、“年度优秀理财服务品牌”、

“优秀研发团队”、“最具公信力理财机构”；
成本优势：致力服务于各类优质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0%；
理财优势：信托产品连续32年，按期兑付率100%，收益率高达7.2%；
人才优势：四川金融机构首家“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专业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和信托理财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