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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中央军
委向武警部队授旗仪式10日在北京
八一大楼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武警
部队授旗并致训词。

上午10时，授旗仪式开始，官兵
整齐列队，全场高唱国歌。仪仗礼兵
护卫着武警部队旗，正步行进到主席
台前。习近平郑重向武警部队司令
员王宁、政治委员朱生岭授旗。王
宁、朱生岭精神抖擞，向习近平敬礼，
从习近平手中接过武警部队旗，持旗

肃立。全体官兵向武警部队旗庄严
敬礼。

授旗仪式后，习近平致训词。他
指出，党中央决定，调整武警部队领
导指挥体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
武警部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实行
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
挥体制。这是党中央从全面落实党
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
出发作出的重大政治决定，对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
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
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
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
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
责，在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要
坚决听党指挥，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强军思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
决听从党的号令，强化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永远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加快建
设发展，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按照多能一体、有效维稳的战略要
求，加快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加
快构建军地协调联动新格局，加大
改革创新，提高质量效益，努力建设
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要聚力练兵备战，全面贯彻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始终保持高度戒
备，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扎实做好
执勤处突、反恐维稳等各项工作，坚

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任务。要坚持依法从严，全面贯彻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弘扬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狠抓正风肃纪、反
腐惩恶，纯洁政治生态，凝聚强大正
能量，努力在武警部队光荣历史上
谱写新的时代篇章。

朱生岭代表武警部队发言，表示
要坚决贯彻习主席训词，坚决听从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聚力
练兵备战，忠诚履职尽责，决不辜负
党和人民重托。

之后，习近平接见了武警部队正
师级以上单位主要领导，并同大家合
影留念。

授旗仪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
央军委授予武警部队旗命令。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
又侠主持授旗仪式。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
苗华、张升民出席活动。各大单位、
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领导和部队官
兵代表参加授旗仪式。

中央军委向武警部队授旗仪式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

超震撼
2万余株芙蓉创下全国之最

作为锦城绿道江安森林段重
要节点，天府芙蓉园项目总面积
1500余亩，大小堪比9个成都人民
公园。

“全园建成后，将栽植各类芙蓉
超过2万余株，为全国单个园区栽
植芙蓉数量最多的公园。”园区建设
方武侯产业发展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将于5
月正式向市民开放的一期，面积约
为554亩，景观已初具雏形。

园内有哪些“芙蓉”元素？该
相关责任人告诉记者，首要便是芙
蓉花。一期园区内已种植有木芙
蓉、醉芙蓉、牡丹红等20余个木美
蓉品种，预计建成时，园区内将有
各类常见及稀有芙蓉品种达30余
种，成为全国单个园区呈现芙蓉品
种最多的公园。与此同时，天府芙
蓉园的地面装饰，还将运用芙蓉花
的形态进行绘制。此外，园区还将
呈现诸多芙蓉文化相关的景观。

很惊艳
打造25000余平米植物迷宫

目前天府芙蓉园一期，建设情
况如何？

记者在位于武侯区金花桥街
道艺术村的天府芙蓉园项目现场
看到，工人们正在用鲜花和草坪
装点“天府芙蓉园”的门面。而园
区内，花岛初现，小径蜿蜒，很是

美丽。
绕过正在修建的游客中

心，从主入口进入园区，工人们正
在对蓝花楹大道地砖进行打磨，大
道两旁便是价格不菲的蓝花楹
树。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蓝
花楹每棵身价都在十万元以上，一
期工程园区内共有50棵。“等到今
年春夏，蓝花楹花期到来时，这里
将是园区内最美的景色。”

顺着大道往下走，尽头便是高
低起伏的花岛，各色鲜花竞相争
艳。“这只是整个园区的主景区之
一。”该工作人员说，除了芙蓉花
岛，园区内还有芙蓉观赏区、植物
迷宫等主要景观观赏空间。值得
一提的是，植物迷宫面积达25000
余平米，创下全国之最。

最时尚
全息投影技术体验芙蓉文化

除了赏花，天府芙蓉园里还有
什么体验活动？

记者了解到，天府芙蓉园将集
合3D裸眼技术，全息投影技术，发
光材料系统、数控雨帘系统、重力感

应系统，3D立体沙盘，AR虚拟导
游，室外互动泛光照明系统，VR深
度体验等多种先进的体验系统，将
芙蓉文化千年底蕴，通过现代科技
的表现手法贯穿于整个园区活动
中，让市民在体验互动中，深入领
会芙蓉文化。

此外，园区内还设置了以芙
蓉艺展中心、芙蓉剧场、科技馆、
芙蓉艺术村为构成要素的艺术
展示空间。其中，芙蓉艺展中心
将打造国内首个游客中心+创意
书店模式，“希望能成为未来成
都新概念艺术展览中心”。芙蓉
剧场，打造成为一座能满足国内
外各类文艺团体演出、放映电
影、举办展览及会议、开展文化
娱乐活动的现代化多功能的大
型文化场所。

据介绍，园区还将策划举办各
种与芙蓉文化相关的论坛和活动，
以此扩大芙蓉文化的影响力。同
时，结合成都新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的六种经济形态，重点发展创意经
济，“比如做芙蓉花的衍生品，‘芙
蓉文创产品’交易中心，‘芙蓉IP’
交易中心等”。

蓉城1500亩芙蓉园将在5月向市民免费开放

因为市花芙蓉，成
都又称“蓉城”。

但现在的成都，芙
蓉花虽随处可见，成片
成林却不多见。就像
在网上，常能看到这样
提问，“成都哪里能观
赏大片芙蓉花？”可惜，
各种答案均很难让人
满意。

不过，这个问题，
很快就有终极解答了
——成都天府芙蓉园
来啦！

1 月 10 日，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武侯区获悉，总
面积约为 1500 亩的天
府芙蓉园，一期景观已
经初具雏形，最快春节
期间就可以入园参观，
今年5月将力争正式向
市民免费开放。

成都重现

作为一名文化学者型小说
家的阿来，他对芙蓉的理解，多
来自文化层面。

在阿来看来，成都这座城市
虽说“注定与芙蓉有缘”，但在今
日却有些可惜可叹。“今天的成
都城市中，虽然四处都可见到芙
蓉，但成林成片者，已不能见。
这种美丽的本土植物，不仅扎根
于自然生境，更深植这个城市的
历史记忆。如今却被越来越多
的引进植物分隔得七零八落
了。我不反对引进植物，但对一
个城市来说，物理上的美感是一
个方面，精神与文化上的，与集
体记忆有关的植物，还是应该成
为景观上的主调。”

阿来颇为感慨地说，“‘照
水芙蓉’历来被视为一种极致
的美景。成都多水，如果这个
时节，某一段水岸，某一处湖
边，遍开连绵的芙蓉，在这草木
凋零的季节，那我们就得享一
种宝贵的非物质的福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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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
芙蓉承载历史记忆
应为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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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省民俗专家刘孝
昌看来，“芙蓉”作为成都的品
牌和印记，应不断创造性地挖
掘，开发以及应用，使“芙蓉”
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刘孝昌介绍，成都人的审
美情趣和日常生活受芙蓉文
化的影响极大。比如，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市面上的芙蓉牌
老肥皂、芙蓉牌火柴曾风靡一
时，芙蓉糕、芙蓉酥等“芙蓉
牌”美食也是家喻户晓，更有
无数的父母用“芙蓉”来为爱
女命名。

因为芙蓉花象征富贵吉
祥，也是蜀绣的重要素材。“人
民大会堂四川厅的巨幅双面
绣“芙蓉鲤鱼”座屏便是蜀绣
的主要代表作品。过去，人们
还用芙蓉花染的丝织品制成
帐子，又称为芙蓉帐。”

在戏剧方面，新都区芙蓉
花川剧团精心复排而成的大
型川剧神话故事剧《芙蓉花
仙》，曾创造了23年上演2500
场的奇迹。到目前为止，该剧
已演出3000余场，并先后赴芬
兰、瑞典、丹麦、新加坡、西班
牙等几十个国家及地区演出。

“天府芙蓉园的打造，更
是能够让芙蓉文化深植在这
座城市当中。”刘孝昌表示，这
也将再现唐代诗人笔下“晓看
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盛景，
让“蓉城”誉满天下。

民俗专家刘孝昌：
“芙蓉”品牌
应创造性开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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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谢燃岸杨晨张杰

绘图/杨仕成

超2万株
芙蓉

面积约9个
人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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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华西都市报读者节正式迭代升级，迎来崭新的“123

好友节”。这份由报纸衍生而来的友谊也将翻开新篇章。为回馈广
大读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倾力打造“欢迎来秒杀@好友一起
购”活动，为好友们带来最实在的回馈。

1月15日起，好友们只需打开封面新闻，就能看到精心挑选的
上万件好礼。如何秒实惠？每天中午1：23请戳封面新闻APP吧。

1月15日起
“123好友节”万件好礼等你来

芙蓉园效果图。

园区一期正在紧张建设中。

新作为

新时代
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