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18.4.18
星期三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龚
爱
秋

版
式

刘
丹
阳

校
对
张
晓

读
四
川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4月15日24：00，“寻找天府
十大文化地标”网络投票结
束。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
作为自初评以来就持续领跑
“十大孝廉地标”榜单的彭州
“蔬乡清韵”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基地，得票数突破30万，一
直位居榜首。

系 列 报 道寻找寻找

自“孝廉文化地标”成为“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活动子榜单以来，“寻
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网络投票活动，得到了全省各市州（县、市、区）纪委监
委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目前，该子榜单共有地标54个。

博物馆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
四川省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王毅：

从某种角度上说，了解一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是从博物馆开始的。一座博物馆就是一
部物化的发展史。在“历史文化地标”子榜单上，能看到很多博物馆的名字。四川省博
物馆协会副理事长、知名考古专家王毅表示：“博物馆当中的文物能够将曾经发生过的
历史故事娓娓道来，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这是其他的文化体系难以做到的。”

三星堆金沙遗址
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在本次“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
标”评选活动中，三星堆遗址以
497380的高票位居总榜单第二位。

“三星堆遗址是长江上游文明的源
头，是四川的文明之始，天府文化之
根，也是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这里
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在
这些出土文物的基础上，新建了一座
非常出色的博物馆，集中展现了四川
古老而辉煌的古蜀文明。”王毅说。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票数紧随其
后。王毅介绍，这是成都新世纪新建
的第一座现代博物馆，可以说是成都
文化的DNA。“金沙遗址的发现，将
成都的建城史推进了700年左右，由
距今 2300 年推进至 3000 年以前。
在金沙还出土了太阳神鸟金饰，并
且，这一形象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
标志。由此，‘神鸟’成为代表性的标
识，飞遍了全国，每一个遗产单位都
有太阳神鸟的影子。这是成都的骄
傲，也是四川的骄傲！”

要想了解四川文化
不可不到四川博物院

王毅说，四川博物院和成都博物
馆也都各有特色，“四川博物院有大
量的镇馆之宝，比如张大千的画，汉
代画像砖和画像石等，讲述了四川发
展的辉煌历程。”王毅还表示，要想了
解四川的文化，不可不到四川博物
院，这里浓缩了四川几千年的文化、
文明，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

而坐落在天府广场的成都博物
馆，一开馆就成为直追故宫的“网红”
博物馆，“万人排队看展成为新的潮
流趋势，彻底改变了过去‘博物馆是
中年以上人群参观’的老观念。”

“这几个博物馆可以将四川、将
成都几千年的历史，以一种特别的
方式串联起来，展现四川、成都的魅
力，是非常重要和特殊的文化地
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博物馆不仅
展现了古老的中国文化，而且还展
示了阿富汗、俄罗斯、法国等世界各
地优秀的文化遗产，成为成都人了
解世界的窗口。”王毅说这话时，掷
地有声。

参观博物馆是时尚
更是人们内心的追求

由古至今，四川人在文化方面特
别重视传承。历史上，南来北往的人
到了天府之国后，产生了多种文化的
碰撞，无数文人墨客在四川留下了道
不尽的美丽诗篇，也留下了众多珍贵
文物和遗迹。“成都4500年的历史绵
延不绝。在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

遗址相当辉煌，而且成都曾经是汉
代五大都会，在唐代，更是有‘扬一
益二’的说法。到博物馆，文物将这
些故事娓娓道来，蕴含着巨大的信息
量，而且在不断注入新的文化、艺术
创造等信息，这是其他的文化体系难
以做到的。”王毅说。

成都虽然处在盆地，周边群山环
绕，但是跟外面交通、文化的交流从
来没有停止过。王毅补充道，“从博
物馆的文物中，我们还能很清晰地感
受到天府之国的开放和包容，感受到
我们祖先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在很多国家，参观博物馆早已成
为人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一部分，每个
人一生要去好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博
物馆。让人欣喜的是，今天的成都也
在朝这个方向走。“这不仅仅是一种
时尚，更是人们内心的追求。”王毅
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荷

“蔬乡清韵”30万票领衔孝廉地标

深挖“传统文化内涵”
接待参观者3万余人次

“展示了灿烂的古蜀文化、厚重
的农耕精神、清新的廉洁元素以及本
土优秀的家风家训等。”彭州市纪委宣
传部长闵恒认为，“蔬乡清韵”教育基
地以观蔬感廉、品蔬悟廉、亲蔬践廉为
主线，挖掘整理了具有彭州特色的清
风之境、耕读之家、践行之道、人生之
悟“四大传统文化内涵”。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彭州纪
委干部汪全淼认为，孝廉地标将历史
名人及当地的家风家训以图文、实
物、影像予以展现，一改以往廉政教
育形式单一，效果不强的弊端，将教
育方法变得生动活泼、生趣盎然，有
效增强了学习效果。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了解到，“蔬乡清韵”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已成为彭州乃至
成都市党员干部群众接受廉洁教育、
培养廉洁意识、弘扬清风正气的重要
阵地。彭州市纪委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该基地共接待全国各地参观
人数3万余人次，创新“文化润廉”的
教育方式被中纪委网站专题报道，给
予了充分肯定。

坚守“蔬乡清韵”主阵地
挖掘孝廉文化新载体

闵恒透露，在彭州，市级层面有
“蔬乡清韵”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在各镇，则有“一镇一特色”廉洁文化
示范点子品牌。彭州敖平镇，以鹤泉
村“杨家大院”散居院落为载体，将乡
音乡愁与崇廉尚洁深度融合，打造了

“鹤舞泉乡、儿时记忆”廉洁文化示范
点，用于开展廉洁教育。

彭州隆丰镇，则以“戏乡清音、集
贤成韵”和“蒜乡淳味、承德载道”为主
题，打造出了两大廉洁文化示范点。

“该镇借力‘中国川剧艺术之乡’
和‘中国大蒜之乡’文化品牌，围绕

‘戏乡清音、集贤成韵’和‘蒜乡淳味、
承德载道’两大廉洁文化主题，配套
开展‘看川剧、扬廉音’‘拔蒜台、飘廉
香’等系列廉洁主题活动，营造了风
清气正社会氛围。”闵恒认为，隆丰镇
打造廉洁文化示范点的思路和该市
磁峰镇有相似之处，都是以当地的文
化特色为纽带，达到文化润廉、寓廉
于景的目的。

而磁峰镇，在鹿鸣荷畔安置小区
打造的“鹿鸣荷畔 清风民俗”廉洁文
化示范点，融入了“荷、竹、水、瓷”地方
特色廉洁元素，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严明纪律、严守规矩。

“彭州各地纪委还打造了天彭街
道周家社区廉洁文化示范点，军乐镇

‘泉映朝阳 思源感恩’廉洁文化示范
点等。”汪全淼告诉记者，主题鲜明、
内涵丰富的示范点，为市、街道、社区
宣传廉洁文化以及党风廉政建设提
供了参观、学习、教育的基地，也推动
了体验式、交流式廉政教育进院落、
进家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牛建平

“寻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投票通道关闭

/探访/
路面翻新行车体验更好

17日下午，记者驾车由成都绕城
双流收费站驶入绕城外环，此处的接
待寺立交，是本次绕城病害整治路段
的起点。

自2001年通车后，绕城高速车流
量不断增大，路面也逐渐出现裂纹、沉
降等病害，尤其是在2010年后，绕城
车流量剧增，日均站口流量达69万
辆，占全省的四分之一，超过设计能力
2倍以上，是省内最繁忙的高速。

随着车辆越来越多，尤其是货车
增多，绕城路面病害也越来越严重，行
车体验大为降低，更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启动病害整治迫在眉睫。

沿着绕城外环，记者驾车从接待
寺立交驶往机场立交，一路上可以看
到锥形桶和安全标语，以及停放在应
急车道的各种大型施工车辆。

绕城外环月亮湾大桥路段，目前
已经完成病害整治，重新铺设后的路
面崭新，标线也重新施画，车辆行驶在
路面上很平稳，和改造以前频繁颠簸
相比，行车体验大大提高。

/施工/
科学组织昼夜加紧施工

川西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绕城病害整治两年前便已提上日程，
但由于车流量巨大、影响面广，施工组
织有很大难度。

为此，川西公司与交警、高速执
法、设计、施工等相关单位，前期多次
开展科学论证，反复讨论修改施工和
交通组织方案。施工期间，川西公司
对每个工序、作业面进行合理安排，将
施工对通行的影响降到最低。

“白天保畅通，晚上保安全，是我
们的第一准则。”他说，在病害整治期
间，施工路段白天占用第三、第四车

道；晚上车辆少，则实行断道施工，“白
天车流量太大，不能断道施工，否则将
极大影响市域交通。”

自整治开始后，川西高速公司组
织2个挖补组、2个罩面组，挖补组白
天先行进场施工、罩面组晚上进行路
面铺设，平均每天推进一公里。

每晚11点至次日凌晨5点，绕城
断道以后，施工方便从10余公里外的
搅拌厂，运来搅拌好的沥青，进行路面
铺设。

但是，如果在路面铺设时突然下
雨，铺设便只能停止，搅拌好的沥青也
不能用了，会造成很大损失，为此施工
方及时和气象部门保持联动，实时监
测施工路段天气状况，科学组织施工，
以保证工程质量。

/进度/
进展顺利已完成3.4公里

川西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

加快施工进度，公司组织了上百台机
械设备、150余名施工人员，昼夜不间
断施工，并实现24小时现场值守。

施工人员第一天早上9点上班，
要到第二天凌晨5点等待路面铺设完
成、设备撤场后才能下班，人员和设备
投入规模很大。

他告诉记者，绕城高速的病害整
治目前进展顺利，外环接待寺至机场
立交路段，原计划15天工期，如今看
来13天便可完成，目前绕城外环已完
成3.4公里路段整治。

“我们在进行整治的同时，也最大
限度降低对通行的影响，希望广大市
民朋友能够理解，能绕行的尽量绕
行。”他说。

按照工期安排，川西公司将在
110天内，完成绕城内外环接待寺至
成龙立交的病害整治，届时绕城高速
行车体验将大大提高，市民出行也更
舒适。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4月 17
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获悉，为保障成
都绕城高速公路病害整治工程施工的顺利
实施，维护施工路段的交通安全与畅通，
2018年4月17日至4月30日，绕城高速
（接待寺立交至锦城湖收费站）外环夜间
（23：00-次日7：00）施工交通组织将有小
调整，封闭路段起点未变，封闭终点由原来
的机场立交延伸至锦城湖立交。

民警提醒，需经上述路段通行的车
辆，可从以下道路绕行：

1、原沿绕城高速外环行驶的车辆可在接
待寺立交左转驶离绕城高速，经武兴路、武侯
大道、三环路、科华南路等道路返回绕城高速。

2、原由武兴路出城经接待寺立交左转
上绕城高速的车辆可经三环路、科华南路
等道路驶入绕城高速。

3、原由双楠大道进城经接待寺立交右
转上绕城高速的车辆可以直行至三环路武
侯立交右转经三环路、科华南路等道路驶
入绕城高速。

4、原沿绕城高速外环前往双流机场的
车辆一是要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确保
顺利出行；二是利用接待寺立交右转匝道
驶离绕城高速，处收费站后行驶100余米在
双楠大道西航港大道立交右转，进入往西
航港大道方向的定向匝道，沿西航港大道
前往双流机场。

5、原由机场高速进城方向右转上绕城
高速外环行驶的车辆可沿机场高速主道行
驶至中环路火车南站西路段、科华南路等
道路返回绕城高速。

6、原由成雅高速进城方向右转上绕城
高速外环行驶的车辆可直行至石羊场客运
站下行匝道经府城大道、科华南路等道路
返回绕城高速。

在此，成都交警温馨提示，在行经施
工路段和施工区域时，请广大市民自觉服
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疏导，安全驾驶、
文明驾驶，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出行方
式和出行时间，采用公交、地铁、共享单车
等绿色方式出行。

成都绕城高速病害整治有调整

封闭路段延伸至锦城湖立交
从4月10日起，成都绕城高速正式启动病害整治，因
其串联众多放射线高速，又是成都市域交通重要组成
部分，所以备受社会关注。

目前整治已进行一周，进度如何？4月17日下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驾车来到绕城外环现场探
访，完成整治的路段焕然一新，标线重新画好，路面平
整，行车体验大为提高。

川西高速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川西公司
科学组织、加紧施工，绕城已完成外环3.4公里病害整
治，目前正在加紧施工中，将在110天工期内完成绕城
内外环接待寺至成龙立交病害整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摄影刘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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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后 崭新路面行车更舒适

探访成都绕城病害

金沙遗址“太阳神鸟”标识。

彭州“蔬乡清韵”传统文化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