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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中国最北端的荔枝熟了
助力乐山市中区旅游“加速跑”

中国最北荔枝熟了
好多名人是它的粉丝

从乐山中心城区出发，沿岷江边的
柏油路北上，一路山水风光迤逦，几公
里后出现荔枝林，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
头。这里便是乐山市中区悦来乡荔枝
湾村，本届荔枝旅游文化节的主会场。

荔枝湾因荔枝而得名。早在2000
年前，这里就有栽培荔枝的历史，如今
屹立在岷江边的“官荔枝”树，树龄在百
年以上的有480株，其中还有12株达到
了千年以上。这里还是中国最北端的
晚熟荔枝产区，出产的嘉州荔枝是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主要品种包括妃子笑、
大红袍、桂味等。目前，荔枝种植面积
约6500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达50万斤，
现已全面进入采摘期。

纪念李白赴川1300周年是本届荔
枝旅游文化节的重要主题之一。据考
证，当年李白漫游蜀中，从成都一路乘
船而下，经眉山至乐山，船至悦来乡的
平羌三峡时，写下了流传千载的《峨眉
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
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

渝州。”如今，荔枝湾背后的顶高山上，
复建有“太白亭”，原亭为宋代人纪念李
白所建，由大书法家黄庭坚命名并题写
亭名。

不仅是李白，薛涛、薛能、杨贵妃、
苏轼、陆游、李调元、郭沫若等历史名
人，都和嘉州荔枝有着不解渊源。其
中，薛涛在《忆荔枝》中，将嘉州荔枝描
述为：“近有青衣连楚水，素浆还得类琼
浆”；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城
北岷江南岸，有个荔枝湾，那里，沿岸荔
枝低迎游人，站立船头，伸手可摘取”；
李调元则在《自题荔枝园》诗中赞道：

“一生饱食岭南姝，不及嘉州色味殊。”

荔枝节玩出新花样
引领乡村旅游加速跑

美味的荔枝、深厚的文化、特色的
荔枝宴、精彩的文艺演出之外，今年的
荔枝旅游文化节还增加了新内容：摩托
艇、水上飞人、抓鱼比赛、篝火晚会、房
车露营、拓展训练……现场，还有许多
身着汉服的“荔枝仙子”，撑着油纸伞，
走在风景中。

“一年一个样。”来自成都的游客张
成祥感慨说，以前到荔枝湾就是吃荔
枝、吃鱼火锅，后来可以到林中采摘、在
农家乐休闲娱乐，现在又增加了这么多
新的玩法，“现在耍一天不重样，走的时
候小朋友还舍不得。”

荔枝湾的蜕变，得益于乐山市中区
近年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市中区乡
村旅游资源禀赋，具备发展‘乡乡有特
色，村村有品牌’全域乡村旅游的良好
条件。”据该区旅游部门负责人介绍，为
推进全区乡村旅游向特色化、规模化、
规范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近年来主要
从高起点设计重点项目规划、强化旅游
发展基础、改善乡村旅游发展环境、打
造乡村旅游发展亮点等四个方面发力。

如今，已初步形成了以苏稽古镇美
食游、平羌三峡诗境游、安谷库区休闲
游、峨眉河田园风光游、剑峰乡村采摘
游、平兴临江花海游等特色旅游产品组
成的环城休闲度假旅游带。其中，荔枝
湾村被评为乐山市十大美丽传统村落，
苏稽古镇、平羌三峡、金鹰山庄等3条线
路，被评为乐山市十大乡村旅游线路。
而悦来荔枝旅游文化节、青平稻香文化

节、苏稽跷脚牛肉美食节等乡村旅游体
验活动也一年比一年影响大。

实施“十大工程”
迎接明年全省文旅大会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说
乐山市中区的旅游是一列火车，乡村旅
游就是一节车厢，车头自然是乐山大佛
等核心景区。也正是因为车头有力，乐
山市中区成功入围首批天府旅游名县
候选县，并在不久前举行的四川省文旅
发展大会上受到表彰。那次会议上，还
宣布乐山市为2020年四川省文旅发展
大会承办地。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乐山市中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认真贯彻落实四
川省文旅发展大会精神，确保2020年四
川省文旅发展大会在乐山成功召开，推
动市中区-乐山大佛景区文化旅游高质
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核心区”，市中区和大佛景区已制定了
相关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市中区和大佛景区将围
绕乐山“旅游兴市、产业强市”发展主
线，以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核心
区”为抓手，立足市中区、大佛景区“佛、
城、山、水”资源禀赋，加快创建本土文
旅品牌，积极配合打造乐山文旅融合发
展新高地、对外开放合作新平台，为承
办2020年全省文旅发展大会奠定坚实
基础。

为此，市中区和大佛景区将实施
“十大工程”，分别是：文化遗产保护利
用工程、市场主体壮大工程、文旅融合
创新工程、全域旅游创建工程、文旅特
色小镇培育工程、文旅品牌创建工程、
节会活动品牌培塑工程、文艺精品创作
展演工程、文旅交流合作工程、软硬件
补短板工程。

预计经过一年努力，将乐山市中
区、乐山大佛景区建成文旅产业深度融
合的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核心区”，并
力争在2020年全省文旅发展大会上全
面展示市中区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成果，
为乐山建设贡献“市中区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李昕锋 乐山市中区供图

雨后的荔枝林里空气清新，一串串
荔枝像红宝石，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引来
游人采摘；农家餐桌上，“荔枝宴”别具风
味，“贵妃迎客”“贵妃出浴”等荔枝制作
的佳肴让人馋涎欲滴……

7月20日，乐山市市中区荔枝旅游
文化节暨纪念李白赴川1300周年文化
纪念活动盛大开幕。本届荔枝节为期9
天，将一直持续到7月28日，采用1个主
会场+多个分会场的模式，为广大游客提
供赏景、休闲、采摘、美食、娱乐、亲子、露
营的全新体验。

这是自2017年以来，乐山市中区连
续第3年举办荔枝旅游文化节。作为世
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乐山大佛所在地，
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核心区”和勇
当全省区域中心城市“排头兵”，该区正
积极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新高地，为乐山
承办2020年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
会奠定坚实基础。

荔枝旅游文化节现场的“荔枝仙子”。

中国最北端的荔枝——嘉州荔枝。

▼山水环绕的乐山市中区。

乘客突袭司机
双方相持约1分钟

据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21日凌晨4点53
分，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被朋友送上出租车
后座，该男子朋友给孙师傅支付了费用，交代
将其朋友送往巴中半山逸城A区。

待乘客坐定后，这辆牌照为川YT1666的
出租车向目的地进发。途中，男子身体挪向后
排正中间，头仰靠在椅背上不住喘气。不久，
男子用普通话问“到哪去啊？”，司机回应“半山
逸城”。男子向窗外望了一眼，情绪突然激动
起来，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4点55分，男子
身体猛然前倾，伸出双手，紧紧箍住司机的脖
子。

受到突然袭击，孙师傅本能地踩住刹车，
用双手去掰男子的手，并用普通话质问对方

“干嘛？”，但男子一双貌似布满文身的双臂粗
壮有力，孙师傅的挣扎有些徒劳，脖子越勒越
紧。相持过程中，孙师傅还腾出右手拉起车子

手刹，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分钟。情势越来越
危急，孙师傅用已经走调的声音朝窗外大喊

“救命”，男子才松手，打开车门迅速逃跑。过
了几秒钟，回过神来的孙师傅也跳下车，朝着
男子逃跑的方向追赶。

“太可怕了现在心都在发抖”

据了解，川YT1666出租车隶属于巴中交
投运业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张健介绍，事发
后，孙师傅立即打电话向公司报告情况，公司
拷贝了车载视频，上班第一时间提供给公安机
关。孙师傅也被带去医院检查，幸运的是，除
惊吓过度外，身体尚无大碍。

孙师傅今年43岁，虽有多年驾龄，但开出
租车才一年，他长期跑夜班，这样的事还是第
一次遇到。“脖子现在仍有些僵硬，头脑昏昏沉
沉的。”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时，孙师傅仍惊魂未定，他说：“太可怕了，现在
心都在发抖。”

孙师傅讲述，男子是在巴中老城区上的

车，他的朋友给了10块钱车费。车行至麻柳湾
大桥中段时，男子说了一句什么，自己没有听
清楚。遭到突袭时，他本能地稳住车身，死死
踩住刹车，然后试图掰开对方双臂，“他的力度
很大，骨骼都在作响。其实我的力气也不小，
还是掰不动。后来感觉呼吸越困难，话都说不
出来了”。

夜深人静，旁边很少有车经过，强烈的恐惧
感涌上心头，孙师傅在奋力挣扎的同时，用尽力
气朝窗外呼救。对方下车向反方向逃跑，孙师
傅为给自己壮胆，朝对方的背影吼了几句。

“他喝没喝酒，我没有注意到。”孙师傅回忆。

“他酒喝多了，希望能获得谅解”
21日下午，在巴中东城派出所内，孙师傅

获知男子已经被抓获。该男子的朋友也来到
派出所，不住向孙师傅道歉，说对方酒喝多了，
希望能获得谅解。孙师傅当场拒绝，“如果我
原谅了他，谁来保证出租车司机的安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变盘开始

问：上周五沪指高开，
盘中冲高震荡，收盘上
涨。你怎么看？

答：尽管两市成交依
然未能有效放大，但反弹
仍在预期中出现，盘面上，
金融地产消费板块领涨，
北上资金也出现超 60 亿
元的净流入。截至收盘，
两市涨停 24 只，跌停 2
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虽然盘中5日均线得而复
失，但还是如预期快速回
补了前一交易日的跳空缺
口；60 分钟图显示，两市
股指收复5小时均线，且
60分钟MACD指标呈现金
叉或即将金叉状态，而创
业板指也重新收复 60 小
时均线；从形态来看，市场
在挖坑后，于时间窗口出
现止跌企稳，无疑预告着
短期市场即将变盘，从笔
者的技术模型来看，当前
30 分钟级别的上涨已经
开始，预计持续时间应不
低于两周，而短期沪指的
首要任务便是站稳 2955
点。期指市场，各合约累
计成交、持仓均增加，各合
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缩
减。综合来看，在科创板
开板这一重要节点，周末
管理层好消息不断，与以
往新股不同的是，科创板
的绝对主力是公募基金，
相信一定会对A股制度化
建设带来新的变化。

资产：上周五按计划
持股。目前持有南玻 A
（000012）45万股，大冶特
钢（000708）10万股，京能
置 业（600791）30 万 股 。
资金余额5991501.82元，
总净值 10304001.82 元，
盈利5052%。

周一操作计划：大冶
特钢、京能置业、南玻A拟
持股待涨，拟择机买入近
期跌幅较多的低估白马股
大族激光（002008）及一心
堂（002727）合计不超25%
仓位。

胡佳杰

车后排突然伸来一双“黑手”
将的哥脖子死死卡住

7月 21日
凌 晨 4 点 55
分，巴中一辆
出租车行驶过
程中，后排一
位男乘客突然
伸出双手，紧
紧箍住出租车
司机孙师傅的
脖子。孙师傅
猛踩刹车用力
挣扎，双方相
持约一分钟，
在 司 机 大 呼
“救命”后，男
乘客撒手拉开
车 门 夺 路 而
逃。事发后，
巴州区公安分
局刑侦大队和
辖区派出所迅
速介入调查。

21 日 晚
间，巴州区公
安分局通报，
袭击司机的男
子吴某系湖南
邵阳人，已于
21日下午1点
被抓获，警方
以寻衅滋事对
吴某处以行政
拘留13天的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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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杰｜品｜股

嫌 疑 人 被 巴 中 巴 州 区 警 方 抓 获 并 行 拘 13 天

▷

视频还原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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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载视频显示
孙师傅脖子被后排
男子死死抱住。

司机惊魂

男子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