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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雨到大雨转阴天
偏北风1- 2级

阴天有大雨
偏北风1- 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29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28 空气质量 良
优：南充、内江、遂宁、广元、眉山、自
贡、攀枝花、绵阳、德阳、乐山、宜宾、
达州、泸州、广安、雅安、巴中、马尔
康、康定、西昌
良：资阳

3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 — 6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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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29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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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20069期全国销
售 276270699 元。开奖号码：05、
07、26、30、31、07、10，一等奖基本 3
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1注，
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基本73
注，单注奖金160051元，追加39注，
单注奖金 128040 元。三等奖 195
注 ，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984516773.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3 第 20161 期全国销售
21942424元。开奖号码：704。直选
全国中奖5188（四川880）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9941（四
川 618）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3644674.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161 期全国销售
11383244元。开奖号码：70441。一
等 奖 22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61975475.1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9
月27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成都的担担面和重庆的小面，
成都的冷锅鱼和重庆的万州烤鱼，
四川宜宾的高县土火锅和重庆的
九宫格火锅……看到这里，“吃货”
们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一颗想要
飞往成渝两地旅游的心？

近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推出的“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评
选活动启动，首日即收获了全网点
击量共计682万次。随着成渝两
地愈来愈多的美景被网友发掘称
赞，不少“吃货”开始将眼光转移到
了成渝的美食之上。成都、重庆，
这对道不尽前缘的“千年CP”，都以
美食闻名，各自有代表名菜，也吸
引来了《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
间》等爆款美食纪录片的镜头。

“舌尖”认证
到处都是“上了电视”的美食

在各类美食纪录片中，很容
易找到成都和重庆的身影。在
这两座城市中，不仅能体验一把

“拍电影”的文艺感，也能回归烟
火之气，找到由《舌尖上的中国》
前两季总导演陈晓卿力荐的餐
馆，打卡“上了电视”的美食。

亮相《舌尖上的中国》，对于
成渝两地来说已见怪不怪，摄制
组也多次来拍摄。第一季里的
经典川菜、重庆火锅；第二季里
的乐山豆花、重庆小面；第三季
里的四川泡菜、乐山麻辣烫……
导演陈晓卿也在节目《圆桌派》
中谈起川渝美食，表示最爱“亲
民”的重庆火锅，这代表了中国
人的美食智慧。

而在陈晓卿监制的另一部
美食纪录片《沸腾吧火锅》中，花
了更大篇幅讲述成渝两地的火
锅文化。其中有比较冷门的四
川宜宾高县土火锅，也有重庆经

典的九宫格火锅。
被川渝两地美食俘获的纪

录片导演，还有拍出了《早餐中
国》的王圣志。作为美食纪录片
中的“爆款”，《早餐中国》拥有一
大批“吃货”粉丝。在该纪录片
中，成渝两地的早餐频繁亮相。
早在第一季，就有成都红油抄手
和肥肠粉，而在第二季中，乐山
的牛华豆腐脑、江油肥肠、重庆
小面也先后亮相。

“我如果问摄制团队想去哪
里团建，他们一定会选乐山。乐
山的美食让整个导演组欲罢不
能，完全是‘中毒’了。在四川，不
管是空镜头还是美食镜头，都特
别好拍，视觉上也可以用‘繁花似
锦’来形容。”此前，导演王圣志在
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说。

不只“麻辣”
成渝美食包含天下百味

在寻常人的印象中，川菜以
“辣”闻名世间，“辣”也成为了成
渝两地美食的代名词。在众多
美食纪录片中，成渝美食菜式多
样、百菜百味，都在镜头中一一
呈现。

为“川菜只有辣”刻板印象鸣
不平的，肯定要数《风味人间》
了。作为陈晓卿“舌尖”之后推出
的又一美食力作，该纪录片在
2018 年 10 月首播时，就拿下了
豆瓣9.4的高分。在《风味人间》
首集中，就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四
川眉山洪雅县的瓦屋山冷笋，记
录了一对本地夫妇到深山里“打
笋子”的过程。片中，打回来的冷
笋，或是被烤干做成龙须笋炖乌
鸡；或是直接清炒，做成笋子炒腊
肉……成渝美食中的鲜嫩，都透
过画面刺激着食客的味觉。

而在《风味人间》第2季中，
摄制组选择了青城山脚下一道

“ 甜 烧 白 ”，来 诠 释 川 味 中 的
“甜”。摄制团队将镜头对准了
乡村厨师夏伟和青城山脚下坝
坝宴，一道将猪油与红糖混合而
成的甜烧白，没有精致的摆盘，
也没有繁复的烹饪过程，正代表
了朴实生活中的那抹甜蜜。此
外，“川菜之魂”豆瓣酱在料理中
的角色百变、重庆邮亭鲫鱼的麻
辣鲜香，都在这部纪录片中显示
了强烈的存在感。

巴蜀同盆地，成渝一家亲。
回看成渝的文化发展脉络，会发
现冥冥之中两地早已走到了一
起。无论是同为影视拍摄的“宠
儿”，多次成为影视爆款里的取景
地；还是登上美食纪录片，用舌尖
味道俘获广大吃货。镜头之下的
成渝，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雨心

寻找成渝文旅新地标

推荐成渝文旅
新地标

扫二维码

“巴山蜀水情，成渝一家亲！”
7月27日中午，著名歌星江映蓉
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点
赞“成渝文旅新地标”活动。

江映蓉说，成都和重庆的文
化底蕴都十分深厚，两个城市文化
领域更是一脉相连。她建议，成都
和重庆影视人才、音乐人才济济，
可以在两个城市举办双城音乐
会，每年的春节还可以拍摄“西南
官话”的喜剧电影，让两个城市的
文化产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说起成都和重庆的选秀人

才，江映蓉如数家珍，去年《创造
101》里，成都和重庆妹子就足足
有 17 个，其中不乏段奥娟、紫
宁、刘人语这样的高人气妹妹。
当时就有人发现，这节目的“成
渝含量”挺高。此外《青春有你》
的邓超元、谷蓝帝、管栎、施展等
人，《创造营2019》的周震南、姚
琛、张颜齐、任豪也都是四川或
重庆出身。

而在中国音乐界，成都和重
庆的选手在各种歌唱选秀里更
是了不得，谭维维、郁可唯、黄

英、喻佳丽、蒲巴甲、张杰、王铮
亮，还有更早的张含韵，简直是
数不胜数，“我是成都出生的歌
手，对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我
是大力支持！我愿意用歌声为
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文化发展
作贡献！”江映蓉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恩湖

全国摄制组最爱去哪儿团建？
最新的“舌尖认证”来了！

《早餐中国》里的成都肥肠粉和重庆小面。

明星点赞“成渝文旅新地标”

著名歌手江映蓉：

愿用歌声助力成渝双城文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