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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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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30 空气质量：优
优：攀枝花、马尔康、康定、西昌、巴中、南
充、自贡、绵阳、资阳、泸州、内江、广元、
遂宁、乐山、广安、眉山、宜宾、达州、雅安
良：德阳

2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晴转多云

晴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晴

晴

晴转多云

晴

晴

晴

晴

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阴转多云

晴转多云

多云

晴

晴转多云

-6-11℃

-4-4℃

5-19℃

7-22℃

0-11℃

1-10℃

2-9℃

1-11℃

2-10℃

2-11℃

1-10℃

2-10℃

3-9℃

4-10℃

4-10℃

5-8℃

2-9℃

4-8℃

0-10℃

2-9℃

多云

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阴

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多云

多云

多云转阴

阴

阴

阴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

-4-14℃

-3-6℃

6-20℃

8-23℃

2-10℃

4-9℃

4-9℃

4-10℃

3-9℃

4-11℃

3-10℃

3-10℃

5-10℃

5-10℃

5-10℃

5-9℃

5-9℃

4-8℃

3-8℃

5-8℃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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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021名人堂年度人文榜·音乐榜10大歌曲发布

再造华语“经典”很难，但不是不行！

泸州龙马潭区《阳光问廉》
“麻辣”开播

华西都市报讯（曾永强 记者 曹笑）12月
23日，泸州市《阳光问廉》全媒体直播龙马潭
区专场开播。节目围绕“精准监督促发展 办
好实事护民心”主题，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干部作风不实、漠视群众利益的问题和现象
进行了曝光和质询。

节目现场播放了《敬老院老人的烦心
事》《不标准的高标准农田》短片，分别曝光
了石洞街道敬老院账务不公开、老人们住院
就远不就近、副院长长期不在岗、相关部门
监管不到位，胡市镇三教村高标准农田建设
不符合标准、新修的机耕路不符合标准、新
建的蓄水池个数不够等问题。

泸州26万余名党员干部群众通过手机
客户端、网站、电视等平台实时观看并积极
留言。“今天短片曝光的问题，会成为我们今
后监督的方向。”龙马潭区委常委、区纪委书
记、区监委主任孟从帅表示。

“送你一朵小红花”
3部热门电影带动主题曲传唱

2021 年元旦的温暖，来自一部治
愈系抗癌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片
中由音乐人赵英俊创作词曲并演唱的
同名主题曲，也因此成为大众歌单中的
热门歌曲。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月
3 日，赵英俊因病去世，“小红花”成为
他的遗作。“苦难的日子里，你都已战胜
了它。送你一朵小红花，遮住你今天新
添的伤疤。”再听此曲，虽然哀婉伤感，
歌词却激励着多少被病痛缠身的人战
胜病魔。

年初，另一部以“黑马”之态横扫票
房的贺岁档电影《你好，李焕英》赚尽观
众热泪，主题曲《萱草花》，在悠扬舒缓
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道出了
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
牵挂，温情脉脉，令人动容。此后，张小
斐登上各大卫视、平台，也总要唱一首

《萱草花》，可见歌曲的知名度。
及至年末，一部超燃动画电影再次

带动一首歌曲的出圈。《雄狮少年》在年
底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而片尾响起的
由九连真人演唱的主题曲《莫欺少年
穷》显然为整部电影增色不少。导演也
曾表示，电影创作初期，在他听了《莫欺

少年穷》后，立刻就敲定了这首主题曲，
歌曲和电影之间，似乎不约而同形成了

“默契”。

“你我皆是孤勇者”
4首流行音乐“借力”出圈

去年年末，电视剧《大江大河2》开
播，与它一度成为话题的，还有周深演
唱的主题曲《和光同尘》。歌曲接连斩
获 2021 电视剧品质盛典“电视剧品质
金曲”、第28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
和“最佳作词”、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2021 年度十大金曲”等多项大奖，在
各大音乐平台都拥有超高的播放量。
正如歌名要彰显的内涵，和光同尘，不
为盛名而来，不为低谷而去。

电视剧《山河令》热播后，由刘宇宁
演唱的主题曲《天问》成为国风音乐
2021 年代表作之一，迅速冲上各大音

乐平台热播榜单。歌曲为配合电视剧
的武侠主题，将快意恩仇的节奏感与古
风的飘逸结合，在深幽的古道中探寻一
首英雄诗，浩浩荡荡却又侠骨柔情。

EDG历经曲折，建队8年终于勇夺
2021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Z世
代百折不挠的精神因电子竞技而呐
喊。强强联盟，陈奕迅加入队伍，为其
动画电影《双城之战》献唱主题曲《孤勇
者》，连续多期夺得港台音乐榜单冠
军。歌曲以平凡英雄的角度展开创作，
当陈奕迅以独具穿透力的声音唱到“配
吗？去吗？这褴褛的披风；战吗？战
啊！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呜
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相信人人皆是孤勇者，为自己而战。

5月20日，一部爱情电影《我要我
们在一起》上映。虽然影片本身并未掀
起太大波澜，但由莫文蔚演唱的主题曲

《这世界那么多人》却成为了无数人的
收藏。歌曲温暖而深情，触及人心，也
唤起了人们对于逝去的青葱爱情的缅
怀与感谢。音乐综艺《好声音》《披荆斩
棘的哥哥》都曾改编此歌。

“在1980的漠河舞厅”
3首歌曲的点击量惊人

年末，令人情感破防的歌曲《漠河舞
厅》打动了所有人。歌手柳爽以漠河舞
厅里一位独舞老人和其在大火中失去亡
妻的故事为创作背景，唱尽了当代年轻
人最缺失的对爱情的执著。《漠河舞厅》
悄然在抖音传播两天后，播放量就超过
了7亿。一首歌带火一座城，曾经的漠
河于我们而言只是极光和我国最北的
城市，如今还要加上“漠河舞厅”。

“热爱 105 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
馏水”，虽然看上去逻辑离奇，但并不
妨碍这句歌词成为年度爆火。《热爱
105℃的你》是歌手阿肆在 2019 年创
作的歌曲，却在 2021 年意外走红。这
当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歌曲登陆各大
短视频平台后，被无数网友进行二次
创作，因此拥有了超广的传播度，令
人上头。

《幼鸟指南》，是被称为“写实主义
音乐诗人”的毛不易在 2021 年发行的
新歌，单曲销量在各大音乐平台都拥有
傲人的成绩，同时还是网易云音乐
2021年度数字专辑榜华语音乐的第一
名，这是毛不易创作之路的又一次成
长，也是他的人间观察笔记。

评选活动特别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

当“华语音乐完蛋了”登上热搜，我
们在讨论的是什么？音乐人也众说纷
纭，大部分人都认为依照网络播放量公
布的“十大热歌”显然不足以代表华语乐
坛的真正实力。“歌神”张学友在最近的
采访中也谈到，由于娱乐方式的增多，在
如今的时代想要再出“华语经典”，是比
过去更难的事。但难，不代表不行。

12月28日，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
报主办，封面研究院出品的2021名人
堂年度人文榜·音乐榜出炉。榜单依据
封面研究院歌曲热搜数据，综合各大音
乐平台排行榜，以及歌曲自身的社会影
响力，最终评选出2021年度十大音乐。

优雅成都，烟火玉林。
12 月 28 日，成都市武侯区玉林特

色商业街区举行开街仪式，全新改造的
建筑外立面、重新划分的道路界面，给

“素颜”的玉林化了一个精致的妆容。
记者了解到，本次开街仪式，是武

侯区扎实有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实践活动之一，下一步，武侯区还将
推动整个玉林片区实现更新蝶变，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作为成都城市更新的先行者、当代
艺术的发源地、潮流生活的发动机，此
次玉林的改造，特别新增了艺术橱窗、
画墙、雕塑等，艺术化展现玉林IP，传播
玉林特色生活方式，让街巷有“颜值”更
有气质。同时，也吸引了一大批有创新
活力和新鲜想法的商户纷至沓来。

焕新而来的玉林，有哪些好看的、

好吃的、好玩的？
虚拟 IP 玉林幸福猫“安逸·Chill”

将带着你从玉林东路出发，邂逅焕然一
新的宝藏玉林。

据主办方“剧透”，开街的一些特色

活动会一直持续至2022年元旦，“烟火
玉林，优雅成都”商户联动活动、漫步地
图打卡活动、跨年活动、元旦活动等欢
迎全市人民前来打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燃岸

成都玉林特色商业街区正式开街

玉林特色街
区开街仪式
现场。
主办方供图

《孤勇者》（陈奕迅）

《和光同尘》（周深）

《漠河舞厅》（柳爽）

《莫欺少年穷》（九连真人）

《送你一朵小红花》（赵英俊）

《热爱105℃的你》（阿肆）

《天问》（刘宇宁）

《萱草花》（张小斐\李聪）

《幼鸟指南》（毛不易）

《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

2021名人堂年度人文榜

音乐榜10大歌曲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