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追随着阳光的脚步，1月9日，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新春封面23城记”
活动，走进阳光水城、七彩西昌。

对于西昌来说，冬天的关键词，是
温暖。这段时间，全国多地遭遇寒潮降
温天气，西昌仍旧是艳阳高照，白天最
高气温接近20℃。时下，上万只红嘴
鸥，也循着暖阳翩翩而至，在邛海湿地
安了家。

在这个冬天，以及即将到来的春
节，西昌热诚邀请各方朋友，到西昌过
一个暖暖的“123好友节”：到邛海湿
地，晒晒太阳、看看海鸥；到建昌古城，
寻千年历史，品古城韵味。在“123好友
节”期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将与西
昌携手，共同开展“游西昌、送门票”活
动，即日起至春节前，我们将抽取33个
好友家庭，送出100张邛海湿地门票。

逛邛海湿地
看冬日暖阳下海鸥翩翩

从成都出发，沿着雅西高速一路向

南，在穿越了白雪皑皑的拖乌山后，阳
光扑面而来。到了西昌，厚厚的羽绒
服，就可以脱掉了。

西昌首先要去的地方，当然是邛海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度假区以邛海—
泸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邛海国家级生
态旅游示范区为依托，以高原湖泊湿地
和彝族民俗为主题特色，集滨湖度假、
山地度假、湿地度假、森林度假、民俗度
假为一体。

从2009年开始，西昌启动邛海生
态保护与湿地恢复工程建设，到2014
年年底，邛海湿地面积扩大到了2万亩，
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湿地，邛海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山色湖光无纤尘，万木郁
葱四季春”，一片湿地，让城市行走在山
水之间。

趁着天气晴好，不妨起个早，到邛
海边看日出。清晨的邛海，湖面漂浮着
一层水雾，阳光从山的那边穿透过来，
会将水面染成漂亮的橘红色。

太阳渐渐升起，温度逐渐升高，鸟
儿们也在呼朋引伴出来觅食了。时下，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邛海观鸟季，西昌温
暖的阳光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在每年冬
春时节，都吸引着一大批候鸟不远万里
跋涉而来，在邛海边安营扎寨。

在邛海越冬的鸟儿中，有骨顶鸡、
池鹭、苍鹭等20多种，其中，很大一部
分是红嘴鸥，今年的数量已达上万只。
它们并不怕人，游客可与它们近距离接
触，靠近挥挥手，它们就会成群结对地
飞过来，围着你绕圈子。

此时，你需要做的，只是找个地方
坐下，要一杯清茶，就着阳光，看着海鸥
翩翩，慢慢感受这一静止的时间。

游建昌古城
“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

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司马相
如出使邛都打通“灵关道”后，西昌就成
为了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位于西
昌老城区的建昌古城，值得一去。

西昌境内有11个古城遗址，年代
最早的始于汉晋，最晚为明清，其中，建
于明代的建昌古城，保存最为完好。据
史料记载，建昌古城始建于1388年，位
于西昌市区东北部，建在唐代嶲州城的

西北角上，与邛海相距5公里，形似一把
展开的折扇。

厚实的青砖，构筑了建昌古城，仰
望城楼，会有穿越时空的错觉。在古城
城门上，留下的年款为“洪武贰拾年四
月吉旦立”，在城墙中发现的纪年砖上，
有万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
光绪、宣统等字样。

如今，在西昌老城区，街道还基本
保持着明代布局，走在其中，十分有
趣。以四牌楼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
北称北街、南称南街、西称西街（仓街）、
东称东街（府街）。另外，城南还有顺城
街，城西有石塔街、三衙街、什字街，城
东南有涌泉街，各街之间又有20余条
小巷相连，各街巷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在老城区，你可顺着古城，找到至
今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寺院、古塔、民
居、祠堂，以及至今仍在使用的水井等。

2016年，西昌启动古城修复项
目。在修复过程中，使用了传统技法，
用数十吨糯米熬煮米浆，然后与石灰混
合，用于砌砖勾缝，并使用了37万块土
窑烧制的青砖。如今，经过修复后的古
城墙，由南门一直连通东门，并重建了
门楼和瓮城，近看古韵古味，远观气势
恢宏。

好友有福利
送出百张湿地门票

除了湿地和古城，西昌还值得一去
的地方，还有很多。

这个冬天，和即将到来的春节，在西
昌，一切都是暖暖的。你可到螺髻山下
的安哈彝寨仙人洞，住彝家屋、吃彝家
饭、享彝家乐，赏溶洞奇观。或是到兴胜
乡摘草莓，到月华看知青博物馆，到礼州
古镇逛庙会，到黄联赏土林，或者到大凉
山南红玛瑙城挑一件玛瑙手串……

“123好友节”期间，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还将携手西昌市委宣传部，启
动“游西昌、送门票”活动。活动时间从
即日起至春节前结束，我们将选取33
个好友家庭，送出100张邛海湿地门
票。活动具体规则将在华西都市报官
方微博，以及封面新闻APP上公布。

何万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湘东

1号线三期呈“Y”形线路
南向直达兴隆湖科学城

成都地铁1号线三期是成都地铁
第一条“Y”字形运营线路，共分南段、
支线段及北段三段建设，全线共13座
车站（支线段设置五根松站，北段设置
韦家碾站，南段设华阳、海昌路、广福、
红石公园、麓湖、武汉路、天府公园、西
博城、广州路、兴隆湖、科学城共11个
车站）。这就意味着，以后乘坐1号线
往南方向将分别有科学城站、五根松
站两个终点站。

“从1月8日起，每晚8点以后，我们
将按照开通试运营后的标准对1号线
三期进行设备、系统等多方面的验证，
届时我们将按照1：1的比例，将空载列
车分发往科学城以及五根松两个方
向，并确保系统满足1号线最小2分钟
行车间隔的服务水平。”成都地铁运营
公司新线部新线筹备室副主任蒋红梅
介绍。

乘客如何坐车？
到四河站分岔点时可换乘

按照运行图，1号线从韦家碾发
出的列车，一趟开往五根松方向
（目前已运营的终点站为广
都），一趟开往科学城方
向（目前已运营的终点
站为四河）。作为Y
字形交路“支撑
点”四河站，
将成为前
往科学

城方向和五根松方向的分岔点，因此
四河站兼任了“中间站+端头站+换乘
站”的三重身份。

乘客搭乘地铁1号线至四河站时，
将有可能需要在该站下车，等候下一
趟列车，“前往广都站的乘客若乘坐了
往科学城方向的列车，车站工作人员
会在四河站清客。这类似于2号线行
政学院站和4号线来龙站。”该负责人
解释道。

那么如何辨别所乘列车终点站呢？
“乘客可通过列车头部终点站标志、车
站广播、列车或站台的电视屏来辨
别此趟列车是否开往广都站。”
如果去广都的乘客一不小心
还是坐到了终点站为四
河的列车，可以在清
客下车后，到对面
站台搭乘开往
广都方向的
列车。

新春封面23城记
西昌

七彩西昌
阳光水城

成都地铁1号线三期开始空载
3月底有望通车 直达科学城

地铁5号线迎来重大进展
1号线南向客流压力将缓解

在见识了成都地铁1号线早高峰的
“春运”盛况后，成都市民对地铁5号线
的渴望与日俱增。地铁5号线进度如
何？记者获悉，随着5号线高峰站——
龙马路站左线区间盾构机日前破壁而
出，5号线二期工程盾构区间全部贯通。

成都地铁5号线一二期工程正线
铺轨约112.905公里，车辆段、停车场
铺轨约41.758公里，是截至目前成都
地铁铺轨工程量最大的一条线路。

2017年12月初，九道堰铺轨基
地顺利开铺，标志着成都地铁5号线
向着“轨通”迈出坚实的第一步，为后
续“电通”“车通”创造条件。

作为贯通成都南北骨干线的5号
线一二期工程，北起新都区，南至天
府新区，线路全长约49公里，地下线
42.25公里，高架线6.391公里，过渡段
0.3公里，共设车站41座，其中地下站
36座、高架站5座。

5号线从北至南穿越了成都市多
个行政区域，尤其是穿越了金牛区、
青羊区等中心城区，全线多次下穿了
锦江、绕城高速、机场高速、高速铁
路、既有运营地铁线路等。部分线路
与目前运营中的1号线并行。

截至目前，5号线一二期工程34
个车站主体结构封顶，盾构已全部下
井，累计掘进占总量的78%。

该线路建成后，可与已建成的2
号、3号、4号和7号线无缝换乘，将极
大缓解1号线的客运压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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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西昌邛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喂红嘴鸥。王宪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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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成都（16时）
AQI指数 62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巴中、西昌、遂宁、南充、泸州、
内江、攀枝花、康定、达州、乐山、眉山
良：自贡、广安、资阳、绵阳、德阳、广元、
宜宾、雅安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65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9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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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8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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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04期
开奖结果：04、09、22、28、30、01、10，一等奖4
注，每注奖金9787367元。一等奖追加1
注，每注奖金5872420元；二等奖56注，每
注奖金186520元。二等奖追加14注，每注
奖金111912元；三等奖662注，每注奖金
6152 元。三等奖追加 162 注，每注奖金
3691元。（44.45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08期开奖
结果：447 直选：4232（282）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4782（328）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0 注，每注奖金 173 元。
（680.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08期开奖
结果：44785 一等奖：111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03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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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02期：
3333000300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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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寻缺牙市民，年终聚会
近日，社会爱心机构将为缺牙市民准备

了一场聚会，专门针对缺牙市民，一起聊一聊
吃饭的那些事，也可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

“新年口福计划”还为市民提供了新年福袋、
免费CT检查牙齿、免费送种植牙。市民可拨
热线028-96111报名预约。

送免费种植牙、送新年福袋
1月 13日为缺牙市民年终聚会日。单

颗/多颗缺牙、半口/全口缺牙、假牙不适的市
民，均可拨028-96111报名参与。聚会当日
为市民提供以下福利：

1、免费送多颗种植牙；
2、种植牙省一半的钱做。包干半价，含

进口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
3、种植牙直降3000元，需提前报名申

请；
4、种植牙手术直播：现场看知名口腔医

生做种植牙的全过程；
5、现场送300元种牙金，新年福袋，种牙

送电饭煲、足浴器、按摩仪、豆芽机等实用好
礼！

冬季种好牙，种2颗恢复半口牙
年关将近，能否开心的吃顿年夜饭成为

市民关心的话题。“即刻用”种植牙受市民热
捧：当天种牙根、当天戴牙冠、当天进食。

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可选择种植2
颗/4颗恢复半口/全口牙，经济实用。

隐形矫正O元试戴，100个名额递减
有龅牙、牙不齐、牙稀疏、牙拥挤等牙畸

形者，可打电话96111申请隐形矫正O元免
费试戴，再免费送千元相关项目，含CT片检
查、保持器、电动牙刷等。

“新春封面23城记”走进西昌

邛海湿地派发门票邀你观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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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地铁去西博城、兴
隆湖、科学城的日子越来
越近了！8日晚8点起，成
都地铁1号线三期正式进
入空载试运行最后阶段
——1号线既有线与新线
贯通空载试运行。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
到，成都地铁1号线三期将
力争在今年3月底开通试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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