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十大文旅四川十大文旅

新地标新地标
评选活动评选活动

国
足
备
战

归化的艾克森来了
海归的武磊回来了……
九九“归”一
国足“合体”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编
辑
王
浩

版
式
方
蕾

08

2019.9.4
星期三

文
体
汇

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经过这些
年的发展，四川总体实现由文旅资源大省
向文旅经济大省跨越。2018年四川全省
实现旅游总收入10112.75亿元，居全国
第四，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1700
亿元，文旅产业跨上万亿级产业台阶。

8月19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主办的“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
正式启动后，立即引发公众广泛关注。
截至目前，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主奖项
和“四川十大文旅领军人物”“四川十大
文旅产业地标”“四川十大文创品牌”“四
川100网红打卡地”四个子榜单投票正
在火热进行中。

谁将成为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怎
样的地标能够代表四川形象？近日，西
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薛
熙明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
访时表示，今年是文旅融合元年，文旅融
合已成为四川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
事，此次评选活动将是贯彻落实今年省
文旅发展大会的重要举措。

文旅新地标评选
需满足四个条件

今年4月29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发展大会在成都召开，大会指出要大力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
强省旅游强省，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
台阶提供强劲动能。

“文旅融合发展不同于旅游发展，也

不是文化发展，甚至不是单纯的文化旅
游。文旅融合是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播，
以文化助力旅游发展。”薛熙明教授认
为，此次评选活动有利于推动文旅融合
观念普及。同时，活动有助于提升旅游
目的地文化品位。“长期以来，国内旅游
景区的运营方式比较简单粗暴，主要以

‘门票经济’为主，不注重项目设计、导览
讲解、文化消费，致使景区出现重游率
低、同质性高等问题。因此，此次评选活
动也会让各旅游地看到自身短板，从文
化品位提升上谋划未来的发展道路。”

此外，他认为评选活动有助于促进
旅游者对旅游质量的思考，“全球旅游活
动37%涉及文化因素，在当前居民个人
旅游频次大幅增长的情形下，如何实现
自身旅游质量提升应该成为每个旅游者

认真思考的问题。”
他表示，要成为四川文旅新地标需

要“望文生义”，具体就是：有名望，知名
度高；有文化，寓教于乐；有生命力，不断
推陈出新；有典型意义，是某一主要文化
类型的代表。

五个方面的文旅资源
值得考虑

在薛熙明教授看来，哪些文旅资源
能够推荐到“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评选
活动中？

“四川文旅地标代表着四川的形象，
首先我们要明确四川独特的文旅形象是
什么。”他认为，四川作为一个文化、旅游
资源大省，主要以巴蜀文化、生态文化、
移民文化为代表。从总体上来看，都江
堰水利工程、青城山道教文化、峨眉山乐
山大佛佛教文化、汶川灾后重建的大爱
文化，都能体现出四川文化特性中人地
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概括来讲，四川
形象就是“和乐而有为”，即和谐、乐观、
有所作为。

因此，他建议四川文旅地标评选活
动中，五个方面的文旅资源值得考虑。
一是世界遗产地，如都江堰-青城山，峨
眉山-乐山大佛、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二
是古蜀文明代表，如金沙、三星堆；三是
新古典主义场所，如古城镇、历史街区；
四是民族文化景
观，如西昌彝族火
把节、桃坪羌寨、
藏族聚落、泸沽湖
摩梭文化；五是道
路文化景观，如川
藏线 318 景观大
道、古蜀道。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什么样的地方去过才算打卡四
川？什么样的地标将代表四川形象？
2019年“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活动正
在进行，线上线下评选持续火热。截至
8月31日，活动在今日头条、腾讯、新浪
微博、微信等平台同步推出，各平台阅
读量总计突破1000万，评选总票数超
过30万。

“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
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社主办，除却
主榜单，还将有“四川十大文旅领军人
物”“四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四川十
大文创品牌”“四川100网红打卡地”等
四个子榜单，在行业、产业、品牌、网红
地点等四个方面选出展现各自风采的
优秀代表。

“四川十大文旅人物”是目前备受
关注的重要子榜单之一。随着投票日
程的推进，该榜单竞争日渐激烈，排名
也在不断变化。

截至目前，排名第一的是著名设计
艺术家、成都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
馆馆长许燎源。他于1987年毕业于景
德镇陶瓷学院艺术系，20年来广泛涉
猎书法、绘画、陶艺、不锈钢雕塑、白酒
包装艺术等，其设计的中国名酒包装艺
术作品在中国酒类市场被广泛的应用，
很多经典作品被众多大学列为教材案
例，先后被故宫博物院、法国人头马博
物馆等收藏。

紧随其后的是成都演绎集团董事
长业丹。他曾成功策划、引进、推出了
中国三大芭蕾舞团和中国三大民族乐
团及众多国内知名艺术家的精彩演出，
是行业里著名的领军人物。

暂居第三的是德阳市杂技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小衡。周
小衡曾在上世纪80年代将前苏联国立
马戏团引入国内，开创了马戏大棚巡演
模式，带领德阳市杂技团在较短时间内
实现了德阳市杂技团的跨越式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施诗晨

五棵松球馆热潮散去，中国
男篮76：79加时不敌波兰的比赛，
被尘封在2日深夜。胜利划过指
尖最终幻灭，如此苦涩任谁也不
愿面对。值得一提的是，发关键
界外球出现失误的周琦，赛后处
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周琦在3
日训练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昨
晚肯定是一个很难熬的夜晚，最
后几个回合的失误自己有很大责
任，在加时赛时候的状态也不是
特别好。”

不过，赛后中国男篮队员在
微博上集体发声力挺周琦，其中
包括易建联、王哲林、孙铭徽和翟
晓川。主帅李楠赛后也说道，登
场的每一名球员都不想出现失
误，但经验上的欠缺还是令球队
交出了昂贵的“学费”。

对此，周琦说：“在比赛中以
及赛后，大家都在相互鼓励，我和
赵睿也一直在对场上的那个球进
行沟通，不管怎么说，球在我手
里，我的责任肯定是最大的，希望
我们下一场能有好的发挥，把比
赛赢回来。上一场比赛的结果已
经改变不了，对我们来说要做的
就是全力以赴准备下一场比赛，
希望拿下下一场比赛。”

输掉比赛，周琦坦言对自己来
说也是一种经历，他说：“对我来
说，这么胶着的比赛打到最后这样
的关键时刻，遇到的相对比较少，
自己在心态、临场的思想方面确实
会有个很大的转变和提升。”

4日晚8点，中国队将迎来小
组赛末轮生死战，对手是两战皆
负的委内瑞拉队，CCTV5 将直
播，中国队唯有取胜才能获得晋
级16强的机会。对于这场比赛，
李楠说：“昨天的比赛已经过去，
现在我们会好好准备最后一场小
组赛。看一些对手的资料，准备
我们自己的进攻策略，针对之前
赛场上出现的问题，再根据对手
情况布置有针对性的战术。”

综合新华社等
9月3日国足训练，武磊和艾克森同框。

图据《体坛周报》

9月3日中午，正在广州集训的国
足，终于等来最后一块“拼图”，本届
国足唯一现役海归武磊，风尘仆仆

地抵达广州与球队会合。这名国足锋线尖
刀表示，有信心打进世界杯，而为国效力，是
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刚刚在周末打了西
甲联赛，但武磊3日傍晚便参加了国足训练。

至此，国足正式进入最后备战卡塔尔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赛首战的节
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如无意外，9月10
日客战马尔代夫一役，将是国足唯一海归
武磊和国足史上首位非血缘归化球员艾克
森首次在国字号联手，这也是两人在上赛
季合力拿下中超冠军之后的再次搭档。

“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评选活动持续升温

薛熙明教授：
四川文旅新地标必须“望文生义”

四川十大文旅新地标再掀投票热潮

各榜单名次变动频繁

下载封面新闻
为你心中的“文旅+”投票

关于新文旅地标，你或许还有别的
想法？

立即下载封面新闻APP，为你心中的
“文旅+”投票！也可通过留言、上传图片
等多种形式，推荐自己心中的“四川十大
文旅新地标”以及四大子榜单上的内容。

9月上旬，组委会将组织权威专家，
结合网络投票情况（网络投票得分占
30%），按照地标、人物、品牌、打卡地各自
的评选标准，进行认真评选，最终产生

“四川十大文旅新地
标”主榜单及四个子
榜单，并于2019年9
月下旬在南充隆重
举行“四川十大文旅
新地标”颁奖典礼。

快来投票吧！
让你心目中的四川
十大文旅新地标，成
为流量担当。 参与投票

扫二维码

中国男篮齐发声力挺周琦

李楠：
好好备战
最后一场！

艾克森表态：
在国足帮助武磊进更多球

2日，国足按计划在广州集中，艾克森
正式亮相。“今天特别特别开心，希望能够
帮助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新人”艾克森如此表示。

同为归化球员，艾克森的受关注程
度要大大超过李可，这不仅仅因为他是
国足历史上第一个非血缘归化球员，更
重要的是，他的能力更强，有可能发挥出
更大的作用。长期以来，国足一直羸弱，
最无力的环节就在前锋线上。临门一脚
就是不行，这是教练根本无法解决的问
题。在这一背景下，艾克森被寄予更高
期望。

在技术层面，艾克森确实是一个非常
理想的人选。除了个人能力已经得到充
分证明外，他同时拥有在恒大、上港这两
支中超豪门效力的经历，与半数国脚做过
队友，与武磊之间早有默契，对里皮的要
求更是了然于胸，加入国足后，在非常短
的时间里就可以适应。毫无疑问，艾克森
现在就是“全队的希望”。

艾克森本人也很清楚外界对他抱有
什么样的态度。2日下午，他第一个到
国足报到，而在这个报到日的媒体采访
过程中，艾克森无疑是“男一号”。“你

好，我是艾克森！”虽然学的中文并不
多，但毕竟在中国踢了近7个赛季，用中
文打个招呼对艾克森来说还很容易。

“今天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天，
凌晨4点半我就醒了，因为有点焦虑。”
艾克森说，见到队友、教练，非常开心，
之所以焦虑，是因为所有人对他的期待
都特别高，希望自己在场上能好好表
现，帮助到球队。

谈到队里的情况，艾克森表示，他和
很多球员很早就认识了，不仅是上港、恒
大球员，也包括其他球队的球员。他很
喜欢这个新集体。而谈到武磊，艾克森
更表示两人关系非常好，交情可以追溯
到2013年。“当时我们踢了一场比赛，那
场比赛我就说，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踢
球，后来也发生了，先是在上港，现在在
国家队，我们又可以一起踢球了。希望
能够在球场上更多地帮助他，帮他进更多
的球。”

武磊表态：
艾克森能帮我更好发挥特点

3日傍晚的国足训练，武磊出现在天
河体育中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武磊表
示，为国效力义不容辞，他和艾克森之间
特点互补，艾克森可以给他更多帮助，对

于世界杯的梦想一直都没变。
由于武磊中午才抵达广州，身体状况

方面，他认为有一些疲劳，“我中午刚到酒
店，还是有一点疲劳，调整两天后可能会
好一些。”不过，武磊表示训练应该还是会
和球队一起进行。

有记者问武磊，和艾克森一起踢球，
锋线上的默契度如何？武磊表示，“不管
是在恒大还是上港，或者国家队，艾克森
对球队作用还是很大，在上港我们还是
很默契，他的特点能很好的帮助我，把我
的特点发挥，所以很开心。”武磊进一步
说，“艾克森可以帮助我进攻，很感谢他，
在上港踢中锋位置，都是有帮助的，这次
国家队，有他在这个队伍，我真的非常开
心。”

武磊表示，他和艾克森在一起，配合
有很长的时间了，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
方，不管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武磊都相
信可以和艾克森配合好。

当记者问武磊关于世界杯方面的憧
憬，武磊坚定地表示，世界杯的梦想不变，

“世界杯一直是我们的梦想，上一届踢到
最后还是有机会，但是差了一点。上一届
的经验和冲击过程，对我们有很好的帮
助，这一届我们有很大信心，去实现这个
目标和梦想。”

综合新华社、《半岛晨报》等

9月2日，国足球员艾克森（中）在场边接受媒体采访。

9月3日，中国队主教练李楠
（左）与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球队
训练中交流。

薛熙明教授。

里皮带领国足备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