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千多
年前，诗仙李白挥笔写下《蜀道难》，引
发无数后人对蜀道的憧憬与遐想。而
在千年之后，蜀道为何样？也许在这
部纪录片中，能够找到答案。

自6月29日起，大型文化纪录片《蜀
道风流》将于每晚9点20分在四川卫视
播出、每晚8点在凤凰卫视播出，优酷、
四川IPTV 4K超高清专区同步上线。据
悉，该片总共10集，由四川广播电视台、
凤凰卫视历时两年精心拍摄，以人类历
史上最伟大的交通基础设施——蜀道
为载体，探究多元、开放、人本、理性、浪
漫等诸多中华文化的本质特性。

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曾这样评价
道，“在四川的脑子里，似乎装有中国
前世今生的完整档案”。《蜀道风流》在
撷取巴蜀文化瑰宝的同时，通过凤凰
卫视的国际视野、四川卫视的历史眼
光，共同去发现、探寻其中蕴含着的哲
思、传承和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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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46 空气质量：优
优：康定、攀枝花、马尔康、雅安、内江、
达州、自贡、遂宁、乐山、南充、泸州、广
元、广安、德阳、巴中、资阳、绵阳、眉
山、西昌、宜宾

同呼吸
27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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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中国体育彩票6月27日开奖结果
体彩

阴天转多云
偏北风1-2级

多云间阴
偏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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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20055期全国销售
323557054元。开奖号码：03、04、12、18、
34、10、12，一等奖基本0注，派奖0注，追加0
注，派奖0注。二等奖基本69注，单注奖金
245252元，追加31注，单注奖金196201
元。三等奖174注，单注奖金10000元。
733955513.2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5503870元。

排 列 3 第 20129 期 全 国 销 售
24022098元。开奖号码：011。直选
全国中奖2658（四川120）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11512（四川
383） 注 ，单 注 奖 金 346 元 。
20855345.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129 期 全 国 销 售
11442940元。开奖号码：01198。一
等 奖 10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64543347.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8月
3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创新表达，以蜀道为载体
探寻中华文明的前世今生
《蜀道风流》围绕“有形”蜀道和

“无形”蜀道两条脉络展开，通过“有
形”和“无形”巧妙串联的创新性表达，
赋予蜀道全新的内涵。

片中属于历史遗珠的古蜀道、都
江堰、林盘、南方丝绸之路和属于现代
的大渡河智慧工程、赤水河大桥、天府
绿道等共同构成“有形”蜀道，立体串
联四川独特的自然、历史、建设风貌，
还原蜀地瑰丽多姿。“无形”的蜀道则

由巴蜀独特的物质文明和四川多元的
文化气质共同构成，通过对蜀锦、蜀
绣、三星堆、安岳石刻等文化遗产的呈
现，着力弘扬巴蜀精品传统文化，追溯
中华文明的前世今生，折射四川人独
特的生活方式和性格之美。

以人为本，探寻蜀人之道
展现开放融合的巴蜀风貌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

《蜀道风流》从生动的个体故事入手，由
点及面，解读着蜀人这个群体的特质。

沿蜀道而出的巴蜀才子司马相
如、李白、苏轼等文学殿堂的最高成就
者；从四川走出的年轻艺人谭维维、段
奥娟、紫宁等；深爱着四川，带来不同
视角不同观点的外国移民；投身卫星

研发将蜀文化带出四川的科学工作
者；热情泼辣、天性乐观的退休老人志
愿者群体，片中无数个他构成的他们，
结合着个体的特性与群体的共性，将蜀
道上流动的多元、开放、诗意、达观等蜀
人特质更加具象地呈现在受众面前。

放眼未来，关注城市变迁
诠释青山绿水的和谐巴蜀
蜀道本就是人和自然共同书写的

史诗。数千年来生活在盆地中的四川
人，为了打破高山、峡谷、大江、大河的
阻隔，和自然对抗、妥协、争斗、和解，
造就了直通八百里秦川的蜀道。在蜀
道两旁，栽培了中国的第一株茶，酿造
了中国的第一罐蜜，编织了中国的第
一匹丝绸，开采了中国的第一座盐井，
这都是人与自然合作的产物。

从古蜀道到大渡河智慧工程，从
川西林盘到天府绿道，片中将古往今
来人们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同自然交
锋时的智慧，借由交通建设、生态建设
展现出来，总结历史进程中，前人的经
验教训，探讨未来发展人与自然共生
的各种可能性。

为了更好地反映出人、城市、自然
的命题，摄制组登上海拔5588米的贡
嘎山那玛峰，跟拍雪山攀登者；进入王
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蹲守野生大熊猫；
搜集到1938年的自贡井盐开采现场、三
星堆遗址发掘现场、攀枝花三线建设等
珍贵的影像资料，全力丰富主题。

勤劳勇敢的四川人，用和谐共生
的思想，将天险之地打造成天府之
国。蜀地的险峻瑰丽，巴蜀文化的浪
漫多元，四川人民的拼搏奋进，都在这
部纪录片中尽显风流。

从四川读懂中国
纪录片《蜀道风流》6月29日开播

近日，生态环境部通报了监督执
法正面清单工作中有关地方生态环境
部门的典型做法。四川生态环境部门
积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
署，将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工作落实落
细，获生态环境部通报表扬。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生态环境部启动建
立和实施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并督促指
导各地科学合理配置执法资源，实现对

守法企业无事不扰，对违法企业严惩重
罚。32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均制定印
发落实正面清单工作实施方案并实施
动态管理，截至5月底，清单内企业合
计7.6万余家，比4月底增加1.1万家。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通过在线监
控、视频监控、用能监控、无人机巡查、
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开展非现场检
查4万余次，发现各类环境问题900余
个，立案处罚201件，各地规范行使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依法减免行政处

罚376次。
此次生态环境部公布的典型做法

中，四川明确3类免予处罚的轻微环境
违法行为，对4类情形不再加处罚款或
者滞纳金。截至5月底，对30件符合
条件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免予处罚。

接下来，生态环境部将继续督促
指导各地切实落实监督执法正面清
单，持续优化执法方式，全面提升执法
效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川报观察记者 殷鹏

助力复工复产 四川做法获生态环境部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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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风流》中的唯美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