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文化资源
“不仅是条沟也是文化宝库”

省社科院《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
建设首席专家谭继和认为，九寨沟是
世界自然遗产，实际也是文化遗产。

“九寨沟作为自然遗产，我们已做了很
多工作。作为文化遗产，还需要把巴
蜀文明、小昆仑山文明包括进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
记、厅长胡斌认为，要高度重视民族文
化研究、重视旅游文化，要让游客深度
体验九寨沟景区、九寨沟县，“过去我
们讲解九寨沟最多的是从地质上，事
实上以水文、动植物等为代表的人文
意义也要去挖掘。”

在省图书馆副馆长谭发祥看
来，九寨沟不仅是一条沟，也是文化
的宝库。他建议做一个网上旅游九
寨沟的产品，减少自然灾害对景区
的影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院长霍巍则认为，大自然给了
九寨沟一个休养期。等待开放期
间，不仅要加强基础研究，还要思考
满血复活之后，如何补文化的短板，
让游客进一步领略九寨沟“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美。

经两年休憩更美了
预计部分景点国庆节开放

九寨沟灾后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什么时候能重新对外开放？九寨沟何
时“盛装”归来的话题，也成为现场嘉
宾关注的焦点。

“九寨目前在封闭施工，部分景点
大概在今年国庆节对外开放。”九寨沟
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廖青介绍，现在景
区主要在进行道路施工。“以前我们到
九寨主要看水，以后我们还能看山、观
赏文化活动。”她介绍，当游客重新来
到九寨沟，会发现经过两年休憩，九寨

沟更美了。
会上，九寨沟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九寨沟灾后重建工作正稳步推进，目
前藏民印象九寨已完成重建。他介
绍，本次重建是省政府统筹指导，州县
作为主体，群众广泛参与的一次创新
实践，也是将生态修复保护与旅游业
提档升级作为一次特殊的实践。据
悉，为进一步提升文化和旅游魅力，九
寨沟县坚持每月举办文旅活动，利用
舞台剧、熊猫舞，塑造九寨沟熊猫文化
品牌。此外，还在同时推进九寨沟民
宿旅游平台建设等项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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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72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遂宁、雅
安、乐山、内江、宜宾、广元、广安、绵阳、资
阳、眉山、达州、自贡、巴中、南充、泸州
良：德阳

3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6—126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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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6月29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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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晚，《英伦绅士UKEBOX尤
克里里弹唱音乐会》将在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举行；

7月5日至27日，孟京辉城市浸没剧
《成都偷心》将在成都域上和美先锋剧场
演出；

7月11日，四川锦城艺术宫将演出音
乐剧《熊猫秘境》；

7月13日至14日，俄罗斯芭蕾国家
剧院儿童版《天鹅湖》将在绵阳绵州大剧
院演出；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斗
法》；

8月2日至3日，倪大红、孙莉领衔主
演的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经典作
品《安魂曲》中文版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
演出；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出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超级大乐透第19074期全国销售
301323048元。开奖号码：08、09、13、
14、34、05、07，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90注，
单注奖金542497元，追加48注，单注奖金
433997元。三等奖168注，单注奖金
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
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彩票
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分配，
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4372011525.4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73 期 全 国 销 售
15675712元。开奖号码：884。直选全
国中奖3852（四川345）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3494（四川326）注，单
注奖金346元。17223570.47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73 期 全 国 销 售
10179484元。开奖号码：88476。一等奖
13注，单注奖金10万元。274275179.9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
2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明日
限行 1 6

双流
7-5 6：00-18：30
黄甲镇人民政府、檬子社区、文庙

村、八角村、大埝村、王家场社区、黄瓦
小区、双华社区、空港小区、胜利镇云
华社区、黄瓦居一二期、新洲国际酒
店、公安厅警犬训练基地、黄甲聚极大
龙山庄、区环境卫生管理所、殡葬改革
服务站、成都东升华建建筑公司尚善
居、角水寨、成都新皇城餐饮有限公
司、成都市金风机械配件有限责任公
司、龙江印刷厂、鑫鑫印务、成都科创
物联网有限公司、四川贵通建设、杨天
化工、成都丰达饲料有限公司、成都文

星齿轮有限公司、成都正通航空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大华食品有限公
司、四川美一多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汉
都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翼龙鞋业、四川
一欣科技公司、成都顿威新型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成都耐克力建材有限公
司、成都普田通达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三林感光液回收、成都市南方建
筑钢模厂、成都金鑫诚黄甲大道充电
桩、四川天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双华
小学、成都双流泰吉投资有限公司、空
港佳苑、龙港社区、格瑞安新能源科技
公司充电场站、双环精工机械厂、成都
科星电器有限公司、成都奇安达印务

有限责任公司、西航港经济开发区部
分、富民新居双华社区、富民新居长埂
社区、富民新居王家场社区、鑫唐新能
源、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雅互通
立交、钟顺太阳能、新源圣光、中寰流
体、赛莱特、鑫立基、艾仕得华佳、蒙特
新能源、变通电力、成都欧赛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四川华神兽用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慧博药业、成都储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大雁居安置小区、双流交投
特来电黄甲充电站、通威太阳能施工
专变
龙泉

7-3 7：00-20：00

洛带镇振兴街、大兰8组、鲤鱼提
水站、石碾6组、松林3组、宝狮1、4组、
元包4组、桂花7组、新光9组、镇兴4组、
客家新村、莲花1组、巫氏市场

7-4 7：00-20：00
花果8组、梨园小区、自建小区、广

播局、红花1、3、5组、升平1、5组、爱国
9、10组、柏合供电所、二河1、2、3组、
工农8组、长远2组

7-5 7：00-20：00
来龙2、3组、松树4组、新园2期、起

步街、三桥2组、白鹤小区、洪柳小区、
长丰1、2、5、6、10组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2019年第27周停电检修计划（下）

景区免费住宿7折餐饮8.5折

贵阳白云区
向蓉城市民

发“清凉”邀请函
“这两天的白云区才20多摄氏度，

早晚还得披件小外套。欢迎正在酷暑
中的蓉城人民，赶紧来贵阳白云歇
凉！”6月29日，由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政
府、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爽爽
贵阳·景秀白云”2019年贵阳市白云区
避暑度假旅游主题推介活动——成都
站在武侯区举行。主办方携白云区多
家旅游企业代表现场推介，向蓉城人
民发出避暑度假“清凉”邀请函：7月1
日-10月7日，凭成都籍身份证，游白
云区景区免费、住宿7折、餐饮8.5折！

白云区地处贵阳市地理中心，距
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仅30分钟车
程，距贵阳北高铁站10公里，素有“双
心之区”、“贵州中心”的美誉。白云区
气候宜人，地处北纬26度，平均海拔
1100米，属于人类居住的最佳纬度范
围和心脏休养的最佳海拔高度，是中
国乃至全球紫外线辐射最少的地区之
一。年平均气温15℃，夏季平均气温
22.3℃，森林覆盖率52%，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97.8%，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
厘米1万多个，有益人体机能的良性运
转与正常调节，是旅游者的理想避暑
御寒之地。

2019年6月15日至9月22日，贵州
省面向全国其他省（市、区）和港澳台
地区居民，推出为期100天的高速通行
费用5折优惠。白云区为回馈成都市
民的厚爱，2019年7月1日至10月7日
期间，成都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在
白云旅游消费尽享专属优惠。

旅游景点方面，除部分娱乐项目
可享丰富优惠外，贵阳市长坡岭森林
公园、泉湖公园、西普陀寺、蓬莱仙界
（4A级），以及白云区其他景区景点均
免费开放。住宿方面，可享住宿费用7
折优惠；餐饮方面，可享餐饮费用8.5折
优惠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沙河源公园正式开园
木材文化为主题

沙河源公园占地面积约150
亩，项目于2018年4月开工建设，
2019年6月竣工投用。其绿道是
锦江绿道的核心驿站。

新建成的沙河源公园，以尊
重生态和文化遗产为原则，以木
材文化为主题。

在文化上，设计提炼出公
园内极具特色的“水木华年”

“木排水忆”“花林漫径”“云汀
渡桥”“高台晚霞”“水杉长堤”

“临潭赏鱼”“花雨春晓”“思源
湖”等景观，展现公园四季的不
同风貌，反映项目所在地的文

化记忆。
在形态上，打造山水格局，移

步一景。在生态打造上，设计在
植物的选择搭配上保证四季皆
景，打造了樱花林、银杏林、海棠
林、水杉林等不同特色组团花林
以及运用生态草沟、雨水花园、湿
地、生态溪流，打造完全自净的生
态湖泊，打造海绵城市的示范典
型。

在设计过程中，根据公园的
实际应用场景，项目内规划约
2700平方米管理用房、一节火
车车厢及一辆移动餐车作为经
营性载体，包含商业、体育、休
闲娱乐等现代生活的多种业态
形式。

九寨沟部分景点
预计国庆节对外开放
专家学者为美丽九寨如何“盛装”归来支招

看相关报道

扫二维码

成都城北又添打卡地
150亩沙河源公园开园

提到九寨沟，很多人会想到“美
丽”“仙境”“童话世界”等词语。然
而，2017年8月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
地震导致九寨沟核心景区生态植被、
村寨、旅游设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
害。之后，景区部分景点虽恢复开放
过一段时间，却因爆发山洪泥石流再
次关闭。

九寨沟还美吗？什么时候能重
新对外开放？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背
景下，九寨沟如何将文化资源与旅游
观光有机结合起来，提升九寨沟文化
旅游品牌？6月29日，九寨沟文化旅
游发展战略座谈会在成都举行，来自
我省文化、旅游领域的专家、学者积
极献智，为美丽九寨如何“盛装”归来
支招。

成都城北正在发生蜕变，公园
绿态已初见规模，人居环境正越来
越好。

6月29日、30日，“思源·文化
咏流传”文化金牛庆“七一”系列活
动在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公园举
行。29日，金牛区沙河源公园也正
式开园。

专场读书活动、航模竞技、汉
服鼓圈表演、唱诗传香……2天18
场活动献礼建党98周年。沙河源
公园的开园支撑起区域三级绿道
核心骨架，城北公园绿态雏形初
现。

6月29日，成都金牛区沙河源公园正式开园。

建材城变身宜居水岸工程
打造河心岛

位于成都市中心城区西北部锦江流域
的金牛区洞子口，曾是岷江水运木材的重要
集散区。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千上万的漂木
昼夜不息地漂进成都，在锦江九里堤成都贮
木厂收贮、销售，北门一带迅速发展为成都
市最大的木材集散地和木材加工基地。

金牛区沙河源公园及宜居水岸工程
项目位于原大西南建材城原址，交通十分
便利。工程区规划面积11.8万平方米，区
内河道长度2.27公里，工程区由锦江、沙河
环抱形成了双河环抱四面环水的河心岛
地形，该环状水系为工程区提供了优美的
自然环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燃岸

九寨沟诺日朗瀑布（6月5日摄）。新华社发

九寨沟犀牛海景点（6月5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