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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源圣地 养生大邑

成都生态旅游首选大邑

中国·成都第六届森林文化旅游节正在进行，避暑、采摘、赏银杏，活动持续到12月

有一个地方， 春可踏青赏

花，夏可亲水避暑，秋来又能采

摘生态瓜果、赏金黄银杏，冬能

滑雪泡温泉。这个地方是成都的

“生态屏障”———大邑。

7月8日，中国·成都第六届

森林文化旅游节在大邑揭幕，

精彩的活动已经安排到12月，

且依据季节和月份不同， 各有

特色。接下来的几个月，到大邑

生态旅游， 可享跨越三个季节

的美景、活动，比如，本月是到

西岭雪山、花水湾一线亲水、避

暑的好时机；到了11月，则可以

转战金星乡，观红叶赏银杏，垂

钓健身；12月时， 瑞雪降临，又

到了滑雪泡温泉的时候了。

怎么去

大邑县位于成都平原西部， 距离成都

中心城区45公里，两千多年前就随“窗含

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绝唱名

扬天下。

大邑县交通便利， 从成都中心城区出

发，经过成温邛高速公路可直达县境，全程

免收过路费，仅需约半小时高速公路车程。

此外， 成新蒲快速通道大邑连接线现已建

成，从成都中心城区到大邑，也很方便快捷。

如果从周边其他区（市）县出发，川西

旅游环线是通达大邑的绝佳选择， 不仅免

费，还能看风景。

去哪里

大邑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已经闻名

的就有“三山一泉两古镇”（西岭雪山、鹤

鸣山、雾中山、花水湾温泉、安仁古镇、新场

古镇）。

西岭雪山以滑雪、 滑草和森林资源闻

名；鹤鸣山是中国道教发源地；雾中山是佛

教圣地； 花水湾是成都周边最有名的温泉

小镇；安仁古镇是博物馆小镇，有独特的川

西庄园文化；新场古镇则是西蜀水乡风情，

是茶马古道上的历史文化名镇。

此外，韩场镇、金星乡等“后起之秀”

正逐渐兴起，露营、采摘野菜和瓜果、享农

家美食，贴近自然、贴近生活，引领大邑的

生态乡村旅游。

玩什么

在大邑旅游，动静皆宜，游客可以参与

的活动特别多， 尤其是在中国·成都第六届

森林文化旅游节举办之际，这些活动不仅好

玩，还非常有特色，唯有在大邑才有得玩哦！

8月9月去大邑，首推森林避暑游。大邑

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5.33%， 空气质量优良

率99.5%，游客不用深入到西岭雪山的高海

拔地区， 就可以体验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

情状、考察高山中草药种植基地，与活泼可

爱的小松鼠“约会”……

10月去大邑，西岭山歌赛必不可少。今

年的西岭山歌赛定于10月份在西岭镇举

办。西岭山歌已经被评定为省、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有酒歌、山歌、情歌、劳动歌、仪式

歌等之分，听起来直让人飘然欲醉。此外，

在10月份前， 大邑将举行环龙门山骑游和

环龙门山旅行家自驾体验活动。

11月，银杏黄了，观红叶也正当时。金

星乡将举办第三届金秋银杏旅游交流会，

可赏银杏、登山、摄影、垂钓等。

12月， 大邑旅游又要开始 “打拥堂”

了，去西岭雪山滑雪、去花水湾泡温泉，无

疑是当季最热门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

享配套

近年来，大邑县推进“生态立县、工业

强县、旅游兴县、都市农业”发展战略。统

计数据显示，2013年， 大邑共接待游客

1180.5万人次。

为建设好国际旅游目的地，大邑持续

加大了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力度。大邑的五

星级酒店从无到有，目前已建成2家，在建

3家，接待能力大幅提升；公厕、登山道、停

车场、游客服务站等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基

本完善。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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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道源太极 大邑县供图

“女人不要郭美美，自己打拼买个LV”、

“良辰美景奈何天， 女人抵不过黑眼圈”

……8月7日， 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银石广场

出口外，一群热辣美女戴着“熊猫眼罩”，一

会儿躺在地上摆出夸张的“大”字形睡觉，

一会探身翘臀集体吐槽“我不要”。众人直

呼：“这群女人要逆天？”， 心理咨询专家呼

吁，女性就该大胆吐槽，大胆说“我不要”。

美女集体尖叫“我不要”

路人直呼爽爽哒

“我不要××”、“我不要××”。“女人不

要熬夜，要加班你个人切”。“女人不要黄脸

婆，要吃饭你个人弄”……

8月7日下午2点，在地铁2号线春熙路站

银石广场出口，一群打扮时尚，穿着热辣的

美女向过往路人集体尖叫吐槽 “我不要”。

这群美女戴着“熊猫眼罩”，表情古怪，引无

数路人围观。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美女的表情个个

极度夸张，性感美女完全不顾及形象，在大

街上摆出“大”字形，情绪焦灼，完全一副瞌

睡没睡醒的样子，歪来倒去；有的面部表情

僵硬，惨白的脸活脱脱一午夜幽灵；有的唠

唠叨叨，神志不清。

“妈妈，这群姐姐是不是没睡醒啊，那么

大的黑眼圈”， 人群中一小姑娘仰着头好奇

地问妈妈。

“这群女人要干啥？逆天的节奏啊”，路

过此地的市民王先生说， 这也太夸张了吧，

女人有那么累吗？这是在向男人宣战？随后，

15个美女又从春熙路站乘坐地铁2号线，在

车厢里面，美女们的“熊猫眼”打扮同样引

起众多乘客的关注。不少乘客还跑上去和这

群“熊猫眼”美女们合影，打招呼。

“有意思，说得太对了，如今我们女人压

力真的大啊，她们说出了女人的心声”。一旁

观看的市民陈小姐告诉记者，现在很多男人

在喊累，但真正最累的还是女人。上班累，下

班回家还要做饭，照顾娃娃，一切的家务活

基本都是女人做。陈小姐感叹，多少窈窕淑

女因为生活压力变成“黄脸婆”啊。

女人吐槽体“我不要”

必火的节奏

如果说这群美女的行为艺术显得很夸

张，她们的集体“吐槽宣言”就更劲爆了。在

地铁口竖着的一块牌子上醒目地写有“8月7

号 我们一起来吐槽‘八起’”的“吐槽宣

言”，直白的措辞引起现场不少围观群众，尤

其是女性朋友的一致赞同。

记者看到，除了旁边矗立的牌子上写有“吐

槽宣言”外，每个美女手上各拿一个牌子，上面

写有不同的“吐槽宣言”。“女人不要郭美美，自

己打拼买个LV”、“良辰美景奈何天， 女人抵不

过黑眼圈”。“女人不要熬夜， 要加班你个人

切”；“女人不要黄脸婆，要吃饭你个人弄”……

“这要火，女人‘不要体’必定要火”，

现场不少女性朋友认为， 这个女人 “不要

体”必将会广为流传。自称在某外企工作的

吴小姐感叹，现代都市生活，女性面临着来

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女性急需一个可

以释放压力的理由。

“何不将8月7日定为女性吐槽日嘛，每

年这个日子女性一起来八起”， 吴小姐的建

议赢得了不少女性的赞同。

“8·7女人吐槽日”

热辣美女集体尖叫“我不要”

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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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音“八起” “一吐为快”

为什么要呼吁将8月7日定为“女性

吐槽日”，有什么特殊意义？此次活动的

组织者张小姐接受记者采访时说，“8·

7”谐音“八起”，就是呼吁大家来“扒一

扒”，吐槽。

张小姐说，“本活动旨在号召大家

大声说出自己的不快，给内心释压，从而

积极投入工作生活中， 给女性一个话语

平台，释放压力，爽快享受生活。”

专家：放下角色定位 女性大胆说“我不要”

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 成都市心理

咨询行业协会副会长王洁琼表示， 如今

女性因为角色定位的多元性， 妈妈、妻

子、媳妇、工作人员等多重身份往往让女

性承载着更多的压力。

王洁琼认为， 女性集体吐槽的活动

显得尤其有意义， 通过类似的活动呼吁

更多的人来关注女性健康， 关心女性的

生存状态。同时，王洁琼也呼吁现代女性

要学会放下角色面具，每天，或者每周给

自己一些单独的时间放松。这个时间内，

女性什么身份也不是，回归个体，才能真

正更好地放松自己，为自己减压。因此，

女性要大胆说“不要”。

上班要加班，回家要弄饭

老公娃儿不得动，忙前忙后瞬间疯

今天我就要吐槽

女人不要熬夜

要加班你个人切

女人不要黄脸婆

要吃饭你个人弄

良辰美景奈何天

女人抵不过黑眼圈

现在压力弄个大

敢不敢让我们女人来说话

女人不要当房奴

天天装孙见客户

女人不要郭美美

自己打拼买个

LV

今天是我们女人的吐槽日

你也有埋怨 你也有低气压

8

月

7

号我们一起来吐槽“八起”

现场

火爆

吐槽

宣言

“8·7女性吐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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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有机蜜李 陶冶 摄

大邑玩水划船消夏 王贵军 摄

大邑金秋白岩寺的银杏 看风景的人 摄

大邑西岭山歌 大邑县供图

成都商报记者 马天帅

胡挺 徐剑箫 周恒

昨日上午9点40分， 广元下着瓢泼大雨，撑

着一把蓝色雨伞路过广元繁华路段的57岁肖志

云，突然间感觉天上掉下什么东西落在头上，伴

随而来的是刺骨的疼痛。路边杂货摊上卖东西

的老板娘雷女士冲肖大爷喊道：“嘿，你头上咋

插了把扇子？不对！你头上咋插了把刀！”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广元市中医院

见到了刚做完手术的肖志云， 老肖有些生气：

“哪个从楼上扔的刀子，也该来道个歉嘛。”记

者从CT照片上清晰看到， 一把接近20厘米长

的刀子，紧贴颅骨，插在了肖志云头部左侧。

主治医生彭华荣告诉记者，像这样闹市高

空坠下一把刀插入患者头部的情况，自己还是

第一次遇到。刀刃紧贴颅骨，判断患者属于皮外

伤，目前已通过清创手术取出刀子，主要预防患

者的出血和感染，其他并无大碍。但若刀子再移

动分毫，插入患者颅脑，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事发地———新华街25

号的楼下。该楼共有8层，记者沿2~8楼而上依

次寻访，4家住户均表示“不是我”，3户人家没

开门。经警方调查，楼上坠下的刀子应为养花

松土所用。记者从该楼外侧看到，临街一侧仅有

8楼住户，外侧养有数盆花草。而在不临街的那

一侧，6楼和8楼住户的阳台上均放着盆栽。

到底是谁从高空扔下了利刃？ 警方还在进

一步的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天降利刃 插入路人头部

8月5日，一名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帖称，8月

5日凌晨3点，有两名男子在水津街兰桂坊一带

当街亲热，尺度极大。该微博一出迅速引发网

民热议。当日下午两点左右，水井坊街道办事

处官方微博辟谣称， 两名男子并未当街亲热，

而是其中一名男子醉酒后，另一名男子在对其

实施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而成都

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官方微博@平安锦江也在8

月6日凌晨1点左右发布微博予以了辟谣。目

前，公安机关已控制造谣者，并对该造谣惑众、

扰乱社会秩序事件作进一步调查。”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网友@邱星邱

先生和图片中当事人之一的刘先生，两人讲述

了这起网络事件的前因后果。

目击者：

一男子躺地上 另一男子用手推他的肚子

兰桂坊成都一名保安负责人王先生事发

当晚就在现场，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这

个事情现在闹得有点大， 我身边的朋友都在

说，各种说法，其实就是一个急救的事情。”王

先生说，5日凌晨，他和队员在巡逻时，突然看

到前面围了一群人，“我们过去一看，发现一个

男的躺在地上，另一个男的坐在他身上，用手

推他的肚子。躺在地上的人，前胸有很多吐出

来的东西，吐得到处都是。”

5日晚8点，兰桂坊成都向成都商报记者发

来邮件，表明在此事中的态度。邮件中，兰桂坊

成都先是叙述了事发经过：兰桂坊成都其中一

家酒吧的客人酒醉后昏迷，倒在酒吧外面空地

上不省人事。该酒吧、兰桂坊成都及其物业公

司拨打120并安排保安在现场了解情况。 在等

待救护车到来的中途，这位酒醉男士的朋友帮

其进行人工呼吸。

“邱星邱先生”：

我也是转发的，当时只是想谴责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了网

友“邱星邱先生”，据邱先生称，最近几天，因

为这条微博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也是

从微博和朋友圈看到后，自己重新发了一次。

据邱先生介绍，这条微博他其实发了两次，

一次是转发的其他网友的新浪微博， 但是觉得

不太可信，随即删除了。但不久之后，他又在微

信朋友圈里看到了同样的内容和更多的照片。

这让邱先生信以为真，随即将照片和文字拷下，

然后重新发了条微博。邱先生说：“图片和文字

都是别人发的，我当时在最后添了一句话，‘这

个娃起来可能他妈都不得要他了’。”他还告诉

记者：“可能是由于角度问题之类的原因，我通

过这些照片来看， 就觉得是在做不雅行为而不

像是救人， 我认为如果真是有这种东西发生在

公共场所的话，是必须要谴责的。”然而，这一发

就变得有些不可收拾了。 邱先生称，5日中午一

觉醒来就接到多个熟人的电话， 称水井坊派出

所在找他， 之后邱先生就到了水井坊派出所接

受调查。经过警方教育，邱先生认为，自己在未

经核实的情况下转发此类微博，确实不妥当。

邱先生表示，自己当时并不在现场，微博

内容其中一个来源是微博“不是所有的男人都

叫俊二哥”，记者联系上“俊二哥”时，他却表

示，他当时也不在现场，图片和文字也是从朋

友圈转发的，事后同样到警方接受了调查。

当事人刘先生：

曾经学过急救 当时就是救人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还联系到了当事人

之一，对倒地男子进行施救的刘先生。刘先生

表示，自己目前在成都，6日到派出所接受了调

查。他对记者重申：“当时就是救人。”刘先生

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当时担心朋友有心血管方

面的问题，解开朋友的腰带和裤子只是为了能

让他透气，并不是网上疯传的不雅行为。刘先

生告诉记者，他曾经粗略地学过急救，当时他

的朋友因为醉酒，而倒地呕吐，他担心朋友会

将呕吐物呛入呼吸道引起窒息，才在施救时解

开了朋友的衬衫和腰带。

据刘先生称，在事情被发到网上之后，他也

曾与这位朋友联系过，两人都觉得“没有什么”，

而对于辟谣之前的种种网络传言， 刘先生感到

很委屈，“这真的就只是在救人。”刘先生说。

警方控制兰桂坊“不雅事件”造谣者

兰桂坊“不雅事件”照片中的当事人回应：当时确实是救人

官方辟谣

锦江区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官方微博@锦江发

布在8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

发布微博称“今天@邱星

邱先生微博发布的【成都

兰桂坊事件】， 其实是酒

后昏迷， 朋友正在进行急

救。辟谣。”

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

局官方微博@平安锦江也

在8月6日凌晨1点左右发

布微博称 “8月5日凌晨，

网民发布微博， 称成都兰

桂坊发生不雅事件， 并附

多张图片， 造成了很坏的

社会影响。 经锦江公安分

局调查， 系躺地者陈某酒

醉昏迷倒地， 另一人刘某

（系陈某生意伙伴， 当晚

在一起饮酒）正在对其进

行急救。目前，公安机关已

控制造谣者， 并对该造谣

惑众、 扰乱社会秩序事件

作进一步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