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渝千年CP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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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
山月歌》是李白离开蜀地赴
长江中下游舟行途中写下的
诗作。峨眉山是蜀中大山，
也是蜀地的代称；渝州，即今
重庆市。

放在近 1300 年后的今
天，李白一定是成渝经济圈
第一诗人。岁月，淬炼，新生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启动的“成渝文旅新地标”大
型评选活动，将一了诗仙李
白的夙愿，把川渝两地的文
化印记一网打尽。

一步一景
成渝龙门阵硬是摆不完

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评
选活动，将以城市历史文化、
巴蜀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
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长
江生态文化等为重点，创新
打造一批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精品线路。

成渝两地，一步一景，都
有摆不完的文化龙门阵。

以路为例，1926年动工，
1933 年建成，440 公里的成

渝公路成为连接成都和重庆
的交通大动脉，作为国道318
线最重要的一段，成渝公路
也因此号称“西南第一路”。

2009 年 9 月 26 日，成渝
动车正式开行，第一班，是由
重庆北站开往成都站的，运
行时间114分钟。

重庆到成都的时间，一
直在缩短。

“下回到我们重庆那点
儿来耍哈，嘿快。”7 月 16 日
傍晚，到成都交流学习的晶
晶给送别的成都老友说。晶
晶此次成都之行，从早晨5点
多从重庆出发，全天成都交
流，晚上 10 点返渝，高效快
捷。

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
成渝两地的文旅产业发展带
来了空间机遇。回溯历史，
再看今朝：一座座川盐古镇，
记录着一段段盐商繁华辉煌
史；一串串川江号子，承载着
一部长江航运史。

新国潮组CP
让我们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做个调查，定会有
个有趣发现：多少重庆人的

名字里带“蓉”？多少成都人
名字里带“渝”？自古以来，
川渝历史同脉、文化同源、地
理同域、经济同体、人缘相
亲。

重庆诗人李元胜的一首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让我们
坠入文艺世界的终极美好。

成渝之间，太多美好的
地方、美好的人，值得我们一
起“虚度时光”。

今年4月，成都宽窄巷子
与重庆洪崖洞两个网红景
区，携手打造了享誉全国的

“宽洪大量”成渝文旅新CP；
5 月，“巴蜀文旅走廊自由行
——川渝百万市民免费互游
百景区”文旅活动启动。

未来，成渝文旅行业将
诞生更多的CP。

成 渝 两 地 的 新 晋 打 卡
地 ，哪 个 不 是 有 故 事 的 地
方？重庆的喵儿石，前身是
白猫日化厂，后来邀请荷兰
著名的建筑事务所进行了升
级改造。鹅岭二厂是电影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取景
地，哪怕是在 40℃的重庆高
温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潮人
也要打卡这个艺术青年的文

创圣地。反观成都的东郊记
忆、白药厂、U37创意仓库，也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成都白
药厂，诞生于1906年，是成都
最早制造火药的工厂，当时是
专门为四川机械局提供火药
而建的，为了保密，取名为白
药厂。现在，这里可以撸羊
驼、拍照、打卡，保证你安心虚
度一天的时光。

成渝百景图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成渝，这对千年 CP，牵
动世界的目光。

重庆，穿房而过的轻轨，
依山而建的洪崖洞，爬坡上
坎的磁器口古镇，别具一格
的立交桥……都是电影灵感
的起源，约有 200 部电影在
这里取景。

成都，赵雷的一首《成
都》，让游子找到共鸣。在宽
窄巷子，你可能偶遇黄晓明，
在火锅店，你也可能抬头碰
到李宇春。

今年3月，华龙网—新重
庆客户端曾推出一个《有种

撒糖叫“双城记”——成渝
CP的故事，聊着聊着根本停
不下来！》留言征集帖，众多
网友踊跃发言“盖楼”：

有人见证了成渝间慢慢
缩短的路程——

“作为一个在重庆10年+
的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从坐绿
皮火车到动车再到高铁……见
证了两个城市的共同发展。”

有 人 成 功 修 炼 了 一 身
“双语”技能——

“现在说话是重庆的口
音夹杂着四川的调调，‘你咋
个会愣个说嘛’，每次要把我
爸妈笑惨。”

有人操着方言向国宝发
起了表白——

“我勒个重庆人，喜欢看
四川熊猫打滚。”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
看。”别羡慕，现代人缺的就
是说走就走的勇气。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启动的成渝
文旅新地标评选，将给你一
张说走就走的成渝百景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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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推荐
成渝文旅
新地标寻找成渝文旅新地标

点亮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成渝双城记，中国第四
极。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是成都、重庆新时期发展
的历史机遇，对带动周边地
区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巴蜀千载情，川渝一家
亲。如果说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是一串璀璨的项链，那
一步一景、一街一巷，皆是璀
璨项链上的耀目瑰宝……

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七
次全会提出，要打造世界旅
游目的地，携手重庆共建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川渝约
定，“以城市历史文化、巴蜀
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
三峡文化、移民文化、长江生
态文化等为重点，创新打造
一批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精品
线路。”在此契机下，“成渝十
大文旅新地标”大型评选活
动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四川
十大文旅新地标”的全新升
级，更是建设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推动四川和重庆共
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题中
要义。

7月20日，封面新闻、华
西都市报“成渝文旅新地标”
大型评选活动启动。扫码关
注活动专题页面，即可进入第
一阶段——推荐。抵拢倒拐
刹一脚，快来推荐你心头觉得
最巴适的成渝文旅新地标！

嘿耿直！
促进成渝文旅振兴、

融合发展

2020年“成渝文旅新地标”
大型评选活动将重新梳理自然
与人文相融共生，人文旅游、文
旅地标、川渝人文品牌、四川重
庆历史文化名人等同源共生的
资源，推进成渝文旅振兴、融合
发展。

评选分推荐、初选、投票等
环节，最终进入专家评审。专家
评审将从文化内涵、旅游标识、艺
术审美、创新创造、社会影响五个
维度进行综合考量，对入围的新
地标进行综合评分。其中，专家
评分占最终得分70%，另外30%
的分数则来自公众投票。两项分
数相加，将评选出2020年成渝文
旅新地标以及7大子榜单。

文化赋予旅游别样意义，文
旅新地标赋予城市新的内涵和
魅力。“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评
选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打造成渝
两地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升级成渝文旅新地标品牌，推进
文旅振兴、融合发展，实现经济
与社会相互协调、自然与人文相
融共生、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
活相得益彰。

成渝地区将协同打造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2020“成渝文旅
新地标”评选活动，将有助于建
设巴蜀城市记忆文旅资源库，研
发独具巴蜀地方特色的文化创
意产品，塑造巴蜀文化品牌、提
升巴蜀文化形象、丰富巴蜀旅游
文化内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德玉

嘿妖艳！
两盘评选

引爆千万级的关注度

2018 年 、2019 年 ，为
“唤起城市记忆，传承历史
文脉”，提升城市精神的感
召力和凝聚力，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曾连续举办“寻
找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四
川十大文旅新地标”大型评
选活动，引爆千万级的关注
度。

2018 年 8 月 31 日，由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
办的“天府十大文化地标”
颁奖典礼现场揭晓，峨眉
山、青城山-都江堰、三星

堆遗址、广安邓小平故居、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
杜甫草堂博物馆、阆中古
城及“春节源”纪念地、眉
山三苏祠、凉山冕宁彝海
结盟遗址和五粮液老窖获

“ 天 府 十 大 文 化 地 标 ”称
号。

2019 年 9 月 18 日，四
川文旅发展论坛暨四川十
大文旅新地标颁奖典礼作
为 2019 第十届 C21 论坛的
重磅活动，“四川十大文旅
新地标”榜单的公布吸引了
万千网友的关注。最终，成
都天府绿道、成都城市音乐
厅、南充“印象嘉陵江”湿地
公园、剑门关风景区、成都

339 电 视 塔 —SPACE
CLUB、黄龙溪·欢乐田园、
乐山·夜游三江、最美桌山·
瓦屋山、成都水韵天府文化
旅游休闲街区、成都火锅文
化博物馆·小龙翻大江，成
为备受瞩目的四川十大文
旅新地标。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是成都、重庆新时期发
展的历史机遇。“成渝十大
文旅新地标”大型评选活动
应运而生，这不仅是“四川
十大文旅新地标”的全新升
级，更是建设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推动四川省和重庆
市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的题中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