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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逢春 见习
记者 何方迪 田之路 摄影报道）随着
成都对外开放交流越来越频繁，如今成
都街头随时可见外国人。有数据显示，
成都市外国人居留许可签发量及境外
人员住宿登记量，居中西部城市第 2
位。同时，越来越时尚的成都也吸引越
来越多外国人来成都游玩。狗年春节
将至，成都街头的外国人逐渐多了起
来。2月 10日中午，记者带着一些跟
狗狗有关的话题，趁着暖和的太阳，在
成都随机街采了几名外国人。

位于成都总府路的一家商场门口，
来自加拿大的劳拉与她的朋友和记者
打起招呼，她们已经在成都游玩了两
天，去了宽窄巷子、人民公园、天府广
场等地方。问到是否知道今年是狗年，
劳拉表示并未听说，但是却兴奋地表达
了对狗的喜欢，“我们都非常喜欢狗，
也养了狗。”

在太古里街区，来自欧洲的洛雷
托一家人已经在中国环游了半年，提
及爱去成都的哪里，洛雷托用带点口
音的中文说：“骡马市和太古里！”马上
就是春节了，洛雷托告诉记者，“我知
道今年是狗年，我女儿很喜欢，她喜欢
养狗。”

今年是尼日利亚人戈登在成都生

活的第六年，家住郫都区的他偶尔会
去天府广场及武侯祠。今年成都的冬
天，比往年明显要冷一点，网上也经常
有网友调侃非洲朋友怕冷。“我其实不
怕冷，以前在零下几十度的哈尔滨都
待过。”对于今年成都的冬天，自有保
暖妙计的他笑着说：在家开空调，出门
多穿几件就好了，说罢指了指自己的

羽绒服。今年春节，戈登一家决定在
成都和朋友好好庆祝一番。提到今年
是狗年，戈登说，“上周我女儿在幼儿
园晚会节目里，扮演卡通片里的一只
小狗形象，我才意识到今年是狗年。”
他发现成都很多家庭都喜欢饲养体形
小的狗，“在我们国家，养大狗更常见
一些。”

戈登对成都已经有了较深的感情，
他的两个小女儿还在成都读幼儿园。
但戈登和其他接受采访的外国朋友一
样，对中国传统习俗的理解还很“皮
毛”。当记者告诉他狗叫的“汪”与

“旺”发音一样，在中文里带着兴旺发
达的意思，是一种良好的节日祝福时，
戈登笑了起来。

百 名 记 者 陪 你 七 天 乐百 名 记 者 陪 你 七 天 乐

“滚滚”风
成都元素年味儿十足

“成都提前进入过年状态了，连公
交车都换上了新年装。”2月10日下午2
点，成都宽窄巷子东广场，两辆红色的
公交车引起了周围游客的“围观”。

与平时的公交车不同，这两辆公交
车“花俏”许多——大红当底色，上面还
画有年画。年画的主角，正是“自带流
量”的川籍明星大熊猫，它们有的戴着
龙头、有的穿着川剧戏服。

“这很成都，是成都的年味儿。”从
甘肃来成都旅游的张先生一家，立马被

这萌萌哒的公交车“圈粉”，拿着相机合
照一番还不够，还要上车体验一下。

“结合即将到来的春节，我们很快
就要推出专门的年味观光巴士，会有更
多的过年元素。”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当晚就要离开成都，“年味观
光巴士”上的年味儿，张先生一家只能
遗憾错过了。不过，记者可以给好奇的
小伙伴们剧透一下。“年味观光巴士”车
厢内，地板和栏杆都被装饰成大红色，
每个座椅背后，贴着熊猫元素的年画；
墙上、扶手旁，则点缀了灯笼的贴纸。

“你们都去景点人挤人吧，留我自己在
公交车上过年。”有网友打趣道。

品美食
三条线路“一站式服务”

记者了解到，观光巴士已从10日开
始试运行，总共3条线路：熊猫直通线、
文博观光1线和文博观光2线。熊猫直
通线从春熙路到熊猫基地，覆盖景点包
括春熙路、太古里、宽窄巷子、熊猫基
地；文博观光1线从宽窄巷子到金沙遗
址，中途串起了杜甫草堂；文博观光2线
则是从武侯祠直达宽窄巷子。

今年过节，在成都又有了新玩法——
坐着喜庆的观光巴士，逛完春熙路看熊
猫、在武侯祠吃完小吃，再去金沙遗址感

受厚重的人文气息……老少咸宜，满足全
家人的“口味”。而且，在春节期间，考虑
到游客较多，观光巴士还会延迟运营时
间、增加发车频次。

平时，这些线路的运营时间为8:30～
18:00，每班间隔平均20分钟。春节期
间（2月10日～3月2日），熊猫直通线
的运营时间为8:30～16:00，每班间隔
平均20分钟；文博观光1线运营时间为
14:00～22:00，每班间隔平均20分钟；
文博观光 2线运营时间为 8:30～18:
00，每班间隔平均20分钟。

任性换
一天9元9任意换乘8次

价格我们也提前为你打探好了。
春节期间（2月10日～3月2日），只用
花9.9元就能上车，每天，可在三条线路
任意换乘8次。

三条线路，文博观光1线的起点和
2线的终点都是宽窄巷子，而熊猫直通
线也将中途停靠宽窄巷子，因此，游客
们在宽窄巷子东广场，即可三条线路任
性转换，到你想去的景点。

9块9就能一天玩遍成都的特色景
点，今年过年，就坐着年味巴士，在“滚
滚”的陪伴下，去成都最有特色、最有人
文气息、最有年味儿的景点去过个特别
的春节吧。另外，乘坐观光巴士，还有机
会被小惊喜砸中。“春节期间，我们也准备
了福袋，送给幸运的乘客。”工作人员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帆）春节将
至，年味已浓，武侯祠内百花争妍，春意
盎然。颇受百姓期待的年节活动“2018
武侯祠成都大庙会”即将于2月13日晚
8时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正式开庙，百
余场专业艺术水准的乐舞百戏，即将在
绚丽的庙会主舞台上呈现。

绚丽舞美 豪华演出阵容
今年的大庙会演出，看点提前曝

光，无论是舞美设计，还是演员阵容，都
堪比大型晚会，让大家能够在庙会这样
一个百姓舞台，欣赏到平时只能在专业
剧场才能看到的精彩表演。

中外汇聚的演员阵容，可谓专业豪
华。有数次登上央视春晚的专业舞蹈团
队，有多次斩获大奖的戏曲名伶，有席卷

音乐排行榜的外籍歌手，有来自乌
克兰和埃及的专业舞蹈和杂技团
队。他们都将在“2018武侯祠成
都大庙会”期间，为观众带来精彩
纷呈的艺术震撼。

天府乐舞 蜀风生动画卷
“一枝一叶绽春色，新竹万杆好梦

圆”，在四川竹琴非遗传承人悦耳、悠
扬的竹琴唱词中，舞蹈演员翩翩起舞，
一派竹乡蜀韵。在本次庙会舞台上，

《竹之辞》《小茶倌》《格桑美朵》《俏花
旦》《英姿》等多支精心编排的舞蹈，舞
风优美，服装精致，将展示出古典舞蹈
婉约动人的无穷魅力，让一幅生动美
好的蜀风画卷在庙会舞台上徐徐展
开。

百戏比拼 埃及飞毯炫技
今年的庙会舞台，可以欣赏到《归》

《空竹》《快乐熊猫》《锦官花开》等多个
刚柔并济、美轮美奂的杂技表演，为百
姓送上一场传统文化技艺盛宴，让大
家享受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特别邀
请的埃及艺术家表演的“神奇飞毯”，
也将惊艳登场，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新
奇体验。

埃及飞毯，也叫“大袍舞”或“转裙
舞”。其历史悠久，寓意丰富，早已成为
埃及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埃及一
些重要的庆贺活动场合，总少不了它的
身影。因为对舞者的力量和平衡感有
着非常高的要求，所以这种舞蹈全由男
子来跳。演出时，舞者身着斑斓彩裙，
像陀螺一样持续旋转，而且速度越来越
快，彩裙翩飞，如同一把撑开的巨大花
伞。

好戏连台 特色独具
此外，来自乌克兰斯维特现代舞团

的法国康康、巴西桑巴、俄罗斯民间舞、
夏威夷草裙舞、美国百老汇爵士舞、爱
尔兰踢踏舞等，将让人一览世界舞蹈之
美妙；来自专业曲艺社诙谐幽默的相声
表演，将令人捧腹、爆笑全场……

据悉，开庙后，庙会将一直持续到
3月 4日，开放时间为 9：00—22：00，
21：30停止售票。

成都首推年味观光巴士

串起市区景点9.9元

今年春节，在成都的小伙伴有
新玩法了——花9块9，坐上
最有年味儿的公交，跟着“中
国风熊猫”，逛完春熙路看熊

猫、在武侯祠吃完小吃，再去金沙遗址感
受厚重的人文气息……

狗年倒计时，成都街头，年味儿渐
浓。除了路边的红灯笼、街头的鲜花，2
月10日，在太古里、宽窄巷子、武侯祠等
地，不少市民看到了穿上一身新装的公
交车——圆圆的个头，红色的外衣，打扮
成中国风的熊猫车厢……

记者从成都文旅公交公司了解到，
这就是成都新上线的观光巴士，总共3条
线路，串起了宽窄巷子、武侯祠、杜甫草
堂、金沙遗址、熊猫基地等成都最有特
色、最有人文气息的景点。

“歪果仁”成都过年

“我知道今年是狗年”

舞美堪比大型晚会
武侯祠大庙会百戏闹新春

春节逛灯展看庙会

咋走？
成都交警发布权威出行指南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
力）2月 10日，记者从成都市
交管局获悉，今年春节期间，
在成都举办的新春民俗活动
有第50届熊猫灯会、成都大庙
会、第10届金沙太阳节、诗圣
文化节、成都博物馆四大特
展、成都永陵博物馆特展，共
计6项。这些展会开展时，附
近有哪些交通管理措施变化
呢？市民如何最快、最舒心地
抵达目的地？停车是否容
易？对此，成都市交管局发布
权威出行指南，赶紧收藏。

第50届成都国际熊猫灯会

时间：2 月 10 日-3 月 10
日，每日 10:00-22:00，2 月 15
日（大年三十）不开灯

地点：锦江区七彩田野
交通组织：成都交警将根

据琉新路现场交通状况适时
采取外围分流及由北向南单
向通行限行措施。

观灯车辆一律在组委会
指定停车场中胜路七彩田园
南大门对面停车场内停放。
禁止任何车辆在中胜路、琉新
路停放。

中胜路灯会直通公交车，
每日 10:00-22:00 开通环球中
心、成仁公交站往返灯会现场
南大门的公交专线车。

成都博物馆四大特展

时 间 ：2017 年 11 月 21
日-2018 年 3 月 4 日，每日 09:
00-20：00

地点：成都市博物馆
倡导广大市民采用绿色

环保的方式，前往展场尽量选
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活动时间：2月13日-3月
4 日，每日 9：00-22：00。2 月
13日19：45在西区大门举行开
庙仪式。

大庙会期间交通组织：成
都交警将在武侯祠博物馆（包
括南郊公园园林区和锦里1、2
期）加强周边道路的交通管理
与疏导和秩序维护工作。

武侯祠周边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的停车场点:武侯祠东
街 50 个泊位、洗面桥横街 100
个泊位、武侯祠横街 100 个泊
位、倒桑树街50个泊位增设临
时占道停车场；共计 4 个停车
场，300个泊位，请前往大庙会
现场的社会车辆到指定临时
停车点有序停放（含南郊公园
新建地下停车场800个泊位）。

第九届诗圣文化节

时间：2月11日-3月4日
每日9:00-17:00

地点：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若驾车出行请寻找附近

停车场规范停放，切勿在道路
上违规停放。尽量采取公共
交通方式出行。

2018“成都金沙太阳节”

时间：2月13日-3月4日
每日9：00-22：30

地点：金沙遗址博物馆
太阳节期间交通组织：届

时成都交警将在金沙遗址博
物馆周边新增停车点，其中金
博路单侧增设临时占道停车
场，金沙遗址路、金凤路单侧
增设临时停车泊位、增设临时
占道停车场，请社会车辆在指
定临时停车点有序停放。

成都永陵博物馆特展

时间：1月22日-3月2日
08:30-18:00

地点：成都市永陵博物馆
成都交警将会在永陵博

物馆 2018 春节文化惠民活动
期间对现场及周边道路交通
进行管理与疏导工作，并且将
会对现场社会车辆停放区域
进行规划，指挥现场车辆有序
停放，严禁车辆随意占道停
放。

此外，成都交警提醒，在
活动期间，建议市民错时错
峰，合理安排好行程，服从民
警指挥，避免耽误自己的行程
和时间。

武侯祠大庙会上舞蹈演员翩翩起舞。

成都年味观光巴士2月10日开始试运行。

来自加拿大的劳拉(右)和她的朋友。 戈登

洛雷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