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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5月14日至15日晚，四川锦城艺术
宫将演出音乐剧《辫子魂》；

5月17日至18日晚，四川锦城艺术
宫将演出话剧《无人生还》；

5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
山丹丹》音乐会；

5月22日晚，绵州大剧院将演出俄
罗斯芭蕾国家剧院芭蕾舞《天鹅湖》；

5月24日，宜宾酒都剧场将演出芭
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

5月24日至26日，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2019年川味爆笑喜剧《让子弹
乱飞》；

5月25日晚，绵州大剧院将演出“天
空之城”久石让&宫崎骏经典动漫作品绵
阳演奏会。

1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46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广安、雅安、巴中、康定、资
阳、南充、乐山、遂宁、内江、泸州、眉山、
广元、绵阳、德阳、宜宾
良：自贡、攀枝花、西昌、达州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5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5-24 C
阵雨转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阵雨或
雷雨转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16-26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中国体育彩票5月12日开奖结果
体彩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川大华西医院片区交通大调整
5月16日起 将设“就医车道”

设计者为你揭秘：

美食节Logo熊猫配辣椒有何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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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川大华西
医院片区高峰时段的交通问题，一直备
受各界关注。5月12日，记者从成都市
交管局获悉，为缓解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片
区的就医停车和交通拥堵，提高道路通行
效率，改善就医交通环境，全力保障生命
通道畅通，从2019年5月16日起，将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停车进出口及周边道
路交通组织管理措施进行重要调整。同
时，还将在电信路设置就医通道等。

机动车停车调整

据悉，此次将调整川大华西医院地
下停车场的出入口。原位于黉门后街的
机动车入口调整为出口；就医车辆从电
信路与公行道交叉路口南侧的地下停车
场入口驶入；位于桓侯巷的机动车出口
维持不变。

电信路（黉门后街-公行道）、公
行道、黉门后街（电信路-医院大门）
施划禁止停车黄色实线，禁止机动
车临时或者长时间停放。

同时，电信路（电信南街-公行
道）、黉门后街（医院大门-桓侯巷）
施划禁止长时停车黄色虚线，允许
接送病人的机动车临时上下客，并
在上下客后快速驶离。

电信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
大门前区域施划网状线，禁止车辆
在网状线内停车。

道路交通调整

其中，电信路（电信南街-公行
道）在继续维持由南向北单向交通
的基础上，将原有3条机动车道的
左侧两条车道设置为就医车道，最

右侧1条车道设置为公交专用车道。
需要注意的是，每天7：00-20：00，

禁止公交车以外的机动车在公交专
用道内行驶；不需进入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地下停车场的机动车，允许按照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借用公交专
用道通行。

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
程救险车以及持公交专用道通行证
的制式校车和交通车允许借用公交
专用道行驶。

此外，电信路、国学巷实施机动
车由南向北单向交通组织；黉门后街
实施机动车由东向西单向交通组织。

成都交警提醒，上述路段、路口
均设置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违
法侵走公交专用道、违法停车、逆向
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依法管

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片区交通组
织管理措施调整后，需进入华西公行
道地下停车场的机动车，可通过金陵
横路、公行道等道路到达。

除以上交通管理措施外，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交通的实
际情况，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组织管
理措施，设置临时交通标志，并提前
向社会通告。

成都长发街，僻静的街巷深处
坐落着一家私房菜。木头材
质的店门给予它几分雅致的

特色，让人诧异的是这家享誉中外的
“玉兰芝”竟然没有招牌。

驻足门前，轻摇门环，不一会儿
便有人开门迎客。这里的主人兰桂
均是四川餐饮界传奇人物，也是亚洲
名厨。

5月15日，兰桂均即将作为名厨
代表，在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上，与
来自世界各地的米其林星厨、黑珍珠
餐厅主厨、全国各大菜系代表名厨一
较高下。

坚持手工制作
擀面六次皮薄如丝绸

和面、压面、出条、擀制、切制再
下锅，几道工序走完，玉兰芝的招牌
菜“坐杠大刀金丝面”便制作好了，

“下锅无血丝，下锅即吃，关键是清
汤。”

短短几句话概括了这道招牌菜
的精髓，殊不知其制作过程需要耗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光是擀面和压制这
两个程序就需要重复六遍。“啪”的一
声，面团被兰桂均摔在面板上，声音
响彻房间，“这也是给自己增加士
气。”

不等第六遍完成，兰桂均已是汗
湿衣裳，他说，这是他对待美食的态
度，“付出了时间和精力，也需要沉得
住气。”待到最后一次把面擀成皮放
置在案板上时，面皮已薄如丝绸，底
下案板的纹路都清晰可见。

切面也有讲究。面板细小的纹
路会影响面出条的走向，兰桂均拿出
一些面屑铺在案板，取下大刀，开始
了切制，“这会儿就别跟我说话了，会
分心。”刀迅速地在面皮上游走，不一
会儿，细细的金丝面便切好了。

最大的满足
能与吃的人“对话”

金丝面做工讲究，兰桂均常说，
“不能只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好
吃。”金丝面的汤底也大有来头，还未
等金丝面端上桌来，满屋已闻到浓郁
的香气。“这是火腿丝和鸡汤熬制而
成的，也不能用整块火腿，太咸。”

兰桂均说，吃这碗金丝面首先要

做的是闻香，凝神屏息之间汤的鲜美
尽在鼻尖。其次才是喝汤，最后才将
金丝面吃进肚中。

说起做好面最大的难处，兰桂均
说，找人才是最难的。因为制作一碗
这样的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也使得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慢慢制
作，“找人才难啊，找坚持用手工做的
人更是难上加难。”

如今的玉兰芝除了成都外，在上
海还有一家分店，都是私人订制菜
系，每天最多容纳10人左右。这也是
兰桂均做美食的初衷，“吃的人与做
的人都懂，能对话，这样才有意义。”

对美食的理解
味道没有高下之分

兰桂均曾在日本工作，对比日本
流传的“料理文化”，他更认同“烹饪
文化”，“料理小而精致，有它的可取
之处，不过烹饪是厨师将自己的思想
留在其中。”以鱼香肉丝为例，100个
厨师会炒出来100个味道，食客只有
在细细品味中才会发现其中的细微
差异，这便是烹饪文化的精髓所在。

世界美食千千万，不过品尝美味
终归是有其规律可言的，兰桂均认
为，味道分为三种：一是食物本身的
自然之味；二是将食物加上调和的味
道，例如豆腐乳、豆瓣酱等；第三种则
是调和之味，厨师根据想象把食材变
成想要的味道。他坚定地认为味道
没有高下之分，而烹饪的本质都是将
食物的本真留下来，这考验厨师对食
物的掌控。而评价食物也没有标准
可言，“美食是做给喜欢的人吃的。”

玉兰芝对兰桂均而言，是揉进了
他对美食的理解。无论是室内古典
雅致的装潢，还是特地到景德镇拜师
学来的技术制作而成的餐具，都透露
着他对川菜的理解，“生活品质提高
了，我们对食物的认识也提高了。”

兰桂均说，对他而言这意义非
凡，因为他获得了尊严，也是他爱国
的方式，“把菜做好了，别人到厨房来
鞠躬致谢，特别有成就感。”

川菜作为最受欢迎的菜系之一，
在兰桂均看来是什么样的呢？他说：

“在成都，所有有想法的菜都是川
菜。”“成都目前的川菜是百花齐放，
万紫千红。只要努力，都有生存机
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还
有不到5天，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的配套活动——“成都熊猫亚洲美食
节”就将正式拉开帷幕。在5月15
日至22日的8天时间里，将以“食美
寻香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为主题，
在成都拉开一场亚洲国家间美食与
文化的饕餮之旅。

近日，“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
logo正式公布。该 logo由黑色和
赤红色组成，融合了熊猫、辣椒、桥
梁、水墨、地球天际线五种元素。将
成都名片熊猫、川菜之魂辣椒两种最
能代表四川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同时
采用抽象式的表达方法，将图案设计
为地球弧形和桥梁的形式。既能看
到熊猫、辣椒等独具四川特色的元
素，又能从简单、大气的设计中感受
到具有民族文化感的国际范。它的
设计者叫陈小波，是一名“85后”，从
2011年来成都后，一直从事设计相

关的工作。忙碌间隙，他常常会和三
五好友，一起去“打卡”成都的美食，
而这些都为他设计“成都熊猫亚洲美

食节”logo提供了灵感。
“今年4月份，我留意到成都熊

猫亚洲美食节Logo和吉祥物的征

集活动，便决定参赛。这个作品前后
花了4天时间。”陈小波说，之前想过
用火锅、串串等元素来表达成都的美
食文化，但考虑到辣椒是川菜的灵
魂，于是将辣椒与熊猫结合起来。

事实上，很多设计师都能想到在
logo中融入辣椒、熊猫元素。但在
陈小波看来，如何让设计足够简单，
又能表达相关文化才是重点。“为此，
我也想过用两根辣椒合抱在一起形
成一个熊猫的图像，但考虑到这样的
表达太具象就放弃了。”后来，陈小波
决定只表现熊猫头顶那部分，让观众
看到之后就能想象出这是熊猫。而
该设计也成为他整个作品最满意的
地方，“这块有一个弧度，如同一座桥
梁或地球的弧形，具体是用一根辣椒
来表达的，寓意美食架起世界友谊的
桥梁，让美食节成为全球各国文化的
纽带，让国内外嘉宾感受天府文化的
独特魅力。”

餐饮界传奇人物兰桂均：
美食是做给懂的人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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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餐饮界传奇人物，亚洲名厨兰桂均。

擀制出的面皮薄如丝绸。

切好的金丝面。

用火腿丝和鸡汤熬制而成的金丝面。

“85后”设计师陈小波。 设计草图。

7 星 彩 第 19054 期 全 国 销 售
11735496元。开奖号码：1607461，一等奖
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8注，单注奖
金43396元；三等奖82注，单注奖金1800
元。29490477.9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25 期 全 国 销 售
16086640元。开奖号码：485。直选全国
中奖3364（四川401）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中奖14573
（四 川 2720）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7755074.79元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25 期 全 国 销 售
10220324元。开奖号码：48535。一等
奖 60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68280515.2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66 期全国销售
47257168 元 。 开 奖 号 码 ：
01303103000313，一等奖全国中奖11（四
川0）注，单注奖金4138667元。二等奖全国
中奖371（四川15）注，单注奖金24456元。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66期全国销
售 ：20815950 元 。 开 奖 号 码 ：
01303103000313，全国中奖1096（四川50）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70期
全 国 销 售 85114 元 。 开 奖 号 码 ：
103311003331，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74期全国销售
796590元。开奖号码：03320030，全国
中奖2（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
1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