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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留住光阴留住文化

古镇转身背后的央企步伐

17日，晨曦微光中，27座民国
公馆与昔日时光一并在安仁古镇里
醒来，门楹上、墙壁间、屋脊端，随处
可见的灰塑是这座川西小镇独有的
特色，它们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的边
界。

经历百年光阴磨砺，依然保留
当年的面孔，还有些许岁月的痕迹，
针对安仁公馆的修缮成就了这一
切。“安仁以公馆建筑闻名，这些建
筑堪称民国时期四川灰塑艺术的集
大成者”，潘有余是公馆灰塑的“守
护者”之一，他把精湛的技艺和对公
馆文化的领悟，用在安仁公馆灰塑
的修缮上，还民国时期公馆本来的
面目。

仅过去一年，安仁古镇就有7
座公馆被“唤醒”，另外还有4条街

道得到“修旧如旧”的修缮。事实
上，正是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
的到来，为潘有余这样的匠人带来
施展无尽情怀和寄托手艺的机会。

时间回到3年前，国家新型城
镇化战略思路迈入深水区，在此背
景下华侨城创造性地提出“文化+旅
游+城镇化”的全新发展战略，并于
2016年在成都注册成立华侨城西
部投资有限公司，唱响四川“大古
镇、大旅游”的旋律。

“立足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及四
川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定位，以
成都为核心，辐射周边城市，致力于
世界级自然景区建设运营及特色古
镇的城镇化开发。”华侨城西部投资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知，在成都
打造具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
风貌、产业鲜明的特色小城镇，是华
侨城“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入
川以来的“央企步伐”。

匠心创想随处可见
百座博物馆成“独家秘方”

“安仁道路”成为华侨城走得
最铿锵的道路。“拥有规模全国第
一的 27个民国老公馆，还有国内
规模最大的近代地主庄园建筑群
——刘氏庄园博物馆，以及中国最
大博物馆聚落——建川博物馆。”
进入安仁古镇前，华侨城已经熟读
它的“名片”。

“可以看到，博物馆是安仁古
镇的灵魂，也是它不受‘千镇一面’
困扰的核心优势”，该负责人如是
说。找准“独家秘方”后，华侨城开
始为安仁古镇量身配置。一年多
来，秉持全面保护保持现状、最小
干预及可逆性原则，华侨城引入老
匠人的精湛技艺，已让1万多平方
米老旧房屋和院落获得新生。信
奉“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华侨城

人还大胆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
方、乡村和城镇等结合，把陈丹青、
徐冰、周春芽等艺术大家的作品请
到旧厂房改建的创意文化园内，献
出沉浸式演出“今时今日是安仁”，
还原民国故事，还有来自尼泊尔国
家博物馆的珍藏品，在一座修缮后
的民国老公馆内讲述着中西合璧
的情愫……

充满创想的安仁古镇不会停下
脚步，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已
有计划，未来在安仁古镇投资建设
100座博物馆。“现在华公馆博物
馆、先生博物馆、与建川博物馆共同
打造的摄影博物馆、协助翻新的抗
战中流砥柱馆和川军纪念馆等已经
亮相。”该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要
让安仁古镇的街边小景、民宿大堂，
甚至街头小店柜台随处可见藏品，
随处可见匠心，成为真正的“世界文
博小镇”。

1月17日，“榜样中国·2017年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大型系列评选活动的网络投票环节已
经结束5天。组委会在统计票数时发现，在“2017年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事件”网络投票中，一座小
镇的建设项目，竟收到了13.9万网友的点赞，与中国（四川）自由贸易区揭牌、西成高铁开通、空港新
城等大型项目并驾齐驱。

这个项目参评的名称是“华侨城倾力打造 安仁古镇全新呈现”，它为何能成为2017年四川经济
影响力事件的网络焦点，雄踞网络投票榜单前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安仁古镇，去寻访
古镇转身背后，央企入川破题新型城镇化的大事件。

古镇发展共建共享
践行新型城镇化发展典范

“群众满意才是衡量安仁项目成功的唯一标
准，让原住民、企业家、游客都有获得感、幸福感，
这是华侨城来到安仁的使命”，华侨城西部投资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的一席话，道破了华侨城倾
力打造安仁古镇过程中人的“主角光环”。

华侨城孜孜不倦筑巢引凤，博物馆越来越
多的同时，会展、演艺、文创、美食、音乐等产业
也不断而来，其中不乏人的故事。沿着午后阳
光铺洒的街道而行，记者在街边联排的老店里
找到一些来自民间的传奇大掌柜们，把特色美
食变成了推陈出新的味觉盛宴，门庭若市。

“安仁越来越有未来气质，不失潮流!”穿过巷
子，游人的感叹中装着安仁古镇的变化，也装着
华侨城包容开放、还镇于民的态度。

据介绍，与当地政府、村镇一起合作的主客
共建共享，是华侨城战略规划中最重要的一环，
当地居民不仅是文化的传承和守护者，也成为
小镇运营的参与者，如美食街的传奇大掌柜们
几乎都是本地人。

华侨城西部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强
调，一个城镇的发展不能靠单纯的资源导入，而
是要有自己培育发展的机制。城镇化不是简单
地让农民进城、上楼，参与城镇化更不是盖楼、
炒地，而是要在发展中关注人的需求、文化传承
和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土地伦理观”的考量、
对传统城镇化模式的反思，以及“旅游+地产”模
式的实践经验，华侨城发现“文化+旅游+城镇
化”对郊区城镇公共服务提升、人口导入、产业
聚集和土地价值提升等方面有巨大作用。

有专家认为，安仁古镇的建设与发展是华
侨城践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典范。“以特色小
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有机主体，并重视以人为
本的发展原则，一方面全面提高特色小镇的生
态宜居性，提升人们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兼顾
产业特色、生态宜居以及居民意愿、产城融合
发展，推进‘文化产业+小城镇+企业’‘环保产
业+小城镇+企业’‘旅游产业+小城镇+企业’
等多元融合发展模式。真正能做到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的以人为本、区域协调发展、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华侨城供图

华侨城在川落地新型城镇化
获近14万网友点赞
安仁古镇共建共享 百座博物馆成独家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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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古镇华丽转身“世界文博小镇”。

“00后”新兵说
“小伙伴们都很羡慕我”

在这群2017年加入成都消防
的新人里，最年轻的小伙子王鹏来
自河南新乡，出生于2000年12月
的他高中毕业后应征参军。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这个打
算，由于各种原因，班上只有我顺利
通过了各种甄选。”离家1200多公
里的他，经过4个月的军营生活，脸
上的稚气渐褪。在平日的各种操练
中，他慢慢成长，一个月后将结束本
阶段的训练，分到一线，正式开始自
己的消防员生涯。

就在17岁的王鹏踏上从河南
新乡前往成都的火车时，和他搭乘
同一节列车的，还有他的老乡关镜
辰。已经拿到河南工学院车辆工程
专业录取通知书的小关，在爷爷的
影响下，选择了保留学籍参军。“我
爷爷是海军出身，从小我就想当
兵。”笑起来一口白牙的小关是家中
独子，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每晚睡觉
都枕着对家的思念，他最怕的训练
项目是3000米跑步，最喜欢的是操

法训练。在1月18日的训练中，他
一次次提着沉重的水枪，在训练场
上奔跑，有顺利有失误，但一次比一
次熟练。新一代的消防员们，就这
样逐渐成长起来。

暂停学业来参军
“不来怕后悔一辈子”

在这一批新兵中，还有中断学
业来当消防员的人。

21岁的王路中已经在重庆航
天职业技术学院影视多媒体专业读
到大二，如果没有参军，现在他应该
升入大三。18日中午，他坐在成都
消防崇义基地的操场上，年轻的脸
上有着超越年龄的严肃：“这两个月
来，我觉得自己有了很大转变。”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王路中也曾
过着作息自由的“佛系”生活。自认
为性格叛逆的他，在到达崇义基地的
3天里，迅速适应了军队严格的作息
制度。

和小关不一样的是，他对跑
3000米毫无压力，却很怕“水带训
练”。“我不够熟练，这项操作又要求
一心多用，我怕犯错。”在18日上午
的训练里，表现一直良好的王路中
却一直很焦虑，因为在这三个月中，
有一种新的情绪在他的胸中成长
——军人的荣誉感。

1个月后，随着这一阶段的训练
结束，王路中和战友们将被分配到
各个中队。对于未来的日子，他用
了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忐
忑、担心、期待，都有。”

新兵里的“老大哥”
15秒内穿好全套装备

和这群小年轻们相比，24岁的
张扬俨然是班中的“老大哥”。

本科毕业三年的他，踩着征兵
年龄的最后期限，选择从上班族转
变成一名军人。“这是最后的机会，
我考虑了很久，决定试一试。”

现在，已经当上自己所在新兵
班副班长的他，在各项训练中都表
现优秀，最拿手的项目是“原地着灭
火战斗服”（穿戴消防服）。不要小
看消防员的“着装”训练，普通人穿
一身衣服，快则一分钟左右，慢则需
要好几分钟，但对消防员们来说，时
间就是生命。现在，张扬在这一项
目上的成绩已经是新兵中最快的
——15秒。

18日上午的训练里，张扬迅速
地找到了自己最喜欢的位置。“5号
员、6号员都挺好。”他笑得有点不好
意思，“为什么？因为一个人要拿3
个水带，我觉得特别刺激，有存在
感。”

成都消防迎124名新兵 近半数是“00后”

124名消防“种子”
近五成是“00后”

成都消防支队本次新兵
训练第二阶段的军事业务训
练，按照“筑牢基础、强化转
变”的基本思路,坚持“严格
标准、注重程序、循序渐进”
的原则,以实战化训练为牵
引,重点开展安全训练意识
养成、器材装备熟悉运用、真
烟真火场景适应、常用技体
能操作训练等方面内容,确
保“灭火救援技术基础、消防
技体能基本素质、作战训练
安全基本常识”人人过关,力
争达到初级消防员标准。

指导员钟嘉成说，今年
分配到成都消防支队的新
兵是从河南、重庆、四川各
地汇集到成都。这群年轻
人，一共有124名，在成都
消防新训大队里，有近一半
的年轻人将在这里迎来自
己的18岁“成人礼”。距离
2月13日已经不到一个月，
在除夕之前，这124颗年轻
的种子都将在新兵训练中
完成自己“破壳”的任务，带
着萌发的新芽，被“撒”到一
线各个中队，成为一名正式
的消防员。再经过中队的
进一步磨练，他们将正式开
始进入火场。

成都消防的新力量，正
在培育和成长。

冬日的训练场
抛洒刻苦训练的汗水

1月17日上午，成都消防崇义
基地新兵营里的年轻人们，同往常
一样早晨6点30分起床，进行早操
跑步训练。上午8点30分，所有人
在操场集合，开始一天的正式训练。

在班长的指挥下，6名消防新
兵穿戴全套防护装备在百米跑道一
端集合，一声令下，队员们提着沉甸
甸的水带往前冲刺，并迅速对水带
进行连接，最后到达目标终点
……。冬日阳光晴好，穿着全副武
装的消防战斗服，许多人脸庞泛出
汗渍。

这是4班的新兵们，第一次进
行“水罐消防车双干线出三支水枪
操”的训练。作为2017年成都消防
的新力量，在四川消防总队完成第
一阶段的训练后，他们将在3个月
的时间内完成包括体能、技能、心
理、安全、真烟真火适应、器材装备
熟悉、业务理论及战例教学等一系
列基础训练。在这里，他们将完成
从新兵到合格消防员的转变。

4班班长林龙同时是成都消防
支队二中队战斗一班的班长。他
2013年入伍，也曾走过和这群新兵
们一样的训练之路。“今天对他们严
格，是为了保障他们以后的安全。
以后进入火场，专业技术的过硬，意
味着更大的安全系数，也能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

随 着 2017 年 度 新 兵 入
伍，成都消防迎来 124 名
年轻的“种子”。在经过
了四川消防总队培训基
地第一阶段的新兵入伍

培训，完成从社会青年到军人的转
变后，现在，这群年轻人正在成都
消防支队崇义培训基地（以下简称
崇义基地）进行第二阶段军事业务
训练。在 3 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要
通过一系列的基础训练。然后被

“撒”到成都各个消防中队，经进一
步磨练后成长为独挡一面的消防
兵。

这些年轻人里，近半数是“00
后”。经过艰苦训练，成都消防将
迎来新一批新鲜血液。

新兵们正在做射水训练熟悉水枪后坐力。

周才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雪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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