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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节
购票入
口二维
码

除了夜赏樱花，夜间游园的
朋友们还可看到迎宾门、月牙
湾、十二星座、繁花似锦、樱花盛
开、盛世花开、灵猴闹春、葡萄酒
庄园大型景观灯光秀与星空璀
璨辉映。在主入口、丹枫白露、高
山流水三个点位，还设置有激光
秀，打造凤凰湖湖面上的新视觉
盛宴，为游客提供更多样的赏花
观灯选择。在园区内的哥特广场
区域，组委会还打造了特色欧洲
小镇。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富有风
情的欧洲街头表演，更可以闲逛
富有欧洲元素的欧洲小镇，还可
以来“蓉欧班列·欧洲生活品鉴
展”现场选购极富性价比，又原
汁原味的欧洲进口商品。

据悉，组委会也对赏樱的时
间和门票进行了调整。樱花节白
天+夜晚赏樱套票为40元/人，持
学生证的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
下学生享受半票；夜晚赏樱门票

为20元/人，团体票还有优惠。需
要注意的是，夜场赏樱时间为
18：00～21：00，20：30即停止售
票。此外，为了便于市民参观游
览，今年樱花节特别开通线上购
票通道。游客可以在家通过手机
订票，到现场直接兑换门票入
园，免去了排队购票的时间，游
览更方便。只要你用手机扫描下
方二维码，就可享受一键下单，购
票成功即可当场获得小礼品一
份，并参与现场抽奖活动，更可获
得精美电子地图和全方位的游
园攻略。 （文/董馨 图/刘杰）

【门票信息】

1 普通票：40元/张；
2 半票：20元/张（持学生证的全
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
3 免票对象：身高1.3米以下（含
1.3米）的儿童，60岁以上持老年
证的老年人，持有效证件
的军人，持残疾人证及持导游证
的相关人员。

【自驾路线】
1 成都——成绵高速——青白江
出口——凤凰湖生态湿地公园
2 成都——成金青快速通道
——青白江——凤凰湖生态湿地
公园
3 成都——成南高速——清泉
镇出口——桂红路——青白江
——凤凰湖生态湿地公园

【公交路线】
成都梁家巷车站——青白江客运
中心——6路公交——凤凰湖生
态湿地公园

【高铁路线】

成都东站-青白江东

《太阳的后裔》将播特辑

韩国广播公司（KBS）29日说，将
在4月播出三集《太阳的后裔》制作特
辑，献给广大粉丝。这三集特辑包含该
剧精彩片段、拍摄过程幕后花絮、对幕
后摄制创作团队采访等。三集特辑将
于4月20日至22日晚上播出。鉴于此，
接档《太阳的后裔》的《Master-面条之
神》首播时间将推迟一周。2月24日，

《太阳的后裔》在韩国和中国首播，广
受关注。该剧已播出10集，将于4月14
日迎来大结局。该剧首播以来已连续4
周稳居韩国电视节目“内容影响力指
数”榜首，彰显强大人气。 新华社

《与狼共舞》《燃情岁月》原著作者去世

吉姆·哈里森激情燃尽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知名作家
吉姆·哈里森近日在亚利桑那州的居
所辞世，享年78岁，目前死因尚未确
定。他一生中共出版过近40部作品，
包括小说、诗歌和散文，其中最知名
的就是被改编为电影并由布拉德·皮
特、安东尼·霍普金斯等巨星主演的

《燃情岁月》。
据悉，吉姆·哈里森从小生活在乡

村，7岁时因被邻居家女童用瓶子砸中
脸部而左眼失明。21岁时他再次遭遇
不幸，他的父亲和妹妹在一场车祸中
丧生。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哈里森
豪放不羁、爱好冒险的个性，他曾从家
乡密歇根州一路搭便车到加利福尼亚
州，只为了看一眼太平洋。生前他一直
喜爱打猎、垂钓、远足和美食，作品多
以美国荒野为背景，被外界称为“硬汉
派”作家，在美国文坛的地位堪与海明
威、福克纳相媲美。

除了《燃情岁月》，由凯文·科斯特
纳执导并主演的经典影片《与狼共舞》
也改编自哈里森的小说《复仇》，哈里
森本人还担任了影片的共同编剧，这
部史诗般的西部片在1991年获得奥斯
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7
项大奖。此外，哈里森还为杰克·尼科
尔森主演的电影《狼》担任过编剧。与
吉姆·哈里森长期合作的出版商格罗
夫——大西洋出版公司方面哀悼称：

“美国失去了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们
也失去了一位家人，他的作品将永垂
不朽！” 据《北京青年报》

待到樱花烂漫时
我在青白江等你

经过了多日阴冷天气
考验的成都，昨日终于迎来
了升温。春日里有了这么好
的太阳，外出踏春，与春天
来个亲密接触，是不错的选
择。说到踏青赏樱，青白江
已经成为了成都乃至周边
地区市民的不二之选。伴着
阳光，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
节里，樱花节继续演绎极度
浪漫。现在，在青白江凤凰
湖旅游度假区内，樱花节正
是开到绚烂的季节，进入了
最壮观的盛花期。据了解，
从现在到清明节期间，都是
最佳的观赏时间。

“一年中赏樱花的最佳时间已
经来了，而且要一直持续到清明节
假期以后。”景区工作人员介绍。目
前，河津樱、寒绯樱等早樱品种进入
盛花期，粉巨人、小彼岸等品种相继
开放。公园内的晚樱也正在悄悄绽
放。近几天，尽管是工作日，樱花节
景区内仍游人如织，在万亩花间树
下。盛花期赏樱，花团锦簇，满树浪
漫，雪白一片。情侣们浪漫地携手而
行，老人们微笑着返老还童，也有扶
老携幼的家庭，“咔嚓”“咔嚓”记录
下逝去的春光。

一期靠近湖景壹号附近、二期
A区通往蹴鞠园的路上、一二期连
接线周边。樱花已全部开放，粉的、
白的、绿色的、玫红色的，深浅不
一，层次分明。凤凰湖二期虽然距
离较一期略远，但这里的樱花景色
更好。一排排樱花树沿河而建，与
清澈的河水交相辉映。为了方便市
民赏樱，在一期和二期之间，组委

会安排了赏樱观光车和租赁自行
车供市民乘坐，沿着设置的骑行绿
道，这里不仅可以赏花，还能观赏
到湖水与樱花相映成趣的美景。

本届樱花节首次增添了赏夜樱
的新体验。组委会特别在主要赏樱
点增加了夜樱景观照明灯，让大家
熟悉的樱花节首次在夜间以新鲜面
孔呈现。夜幕降临，樱花大道沿线灯
光映照着粉红樱花，成就另一幅浪
漫美景。

赏樱已到最好时节
看美景

线上购票 现场还可买欧货
购方便 赏

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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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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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阿来文学人生分享会活动，还有一个最大的
亮点是“我来读，阿来猜。”活动规则是，读者从阿来各
个书中摘选出十句话，读者念，让阿来猜是哪本作品里
的。如果猜不到，就要惩罚阿来（惩罚措施：在唱歌、跳
舞、回答奇葩问题中选择）。凡是参与互动环节的读者，
都可以免费领到一本阿来的签名书。

我来读 阿来猜

今日起至4月1日下午5：00前，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报名（限额30人）：1.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报
名。2.下载成都商报APP，点开阿来人生分享会文章，点
击我要报名，填写清楚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即可参加。

请报名的读者于4月3日下午1：30～2：10之间抵达
杜甫草堂（青华路37号）从杜甫草堂北门进入，前往仰止
堂提前入座，2：10关闭入场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征集30名读者参与

报名方式

温馨提示

从放牛娃到乡村老师
从卡车司机到著名作家
阿来，本周日草堂与你分享励志人生！

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
年度作家阿来文学人生分享会

4月3日（本周日）下午2：30，由成都商报社、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
文学杂志社、中外文艺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年度作
家阿来文学人生分享会，将在杜甫草堂仰止堂举办。

对于阿来，你看过他的作品，听过他聊文学，你一定不知道阿来在成名前
过的是什么日子。山上的放牛娃，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民工，开拖拉机，当过卡车
司机，曾经是偏僻乡村的教师，做过《新草地》编辑、《科幻世界》总编、社长，最后
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本次阿来文学人生分享会，成都商报将带你认识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阿
来。除了励志，还有趣味互动，我们开设了“我来读，阿来猜！”的互动环节，报名
参加的读者注意，现场还会有大量彩蛋！活动名额限定30人，今起征集30名商
报读者现场与阿来互动。快报名吧——

放牛娃阿来
五六岁赤着脚
在坡上放牛

阿来出生在一个叫马塘的偏远
村寨，阿来排行老大，下面弟弟妹妹
一大串，家庭贫困，所以他跟所有山
寨孩子一样，五六岁就得赤着脚在
草坡上放牛放羊。阿来的故事中，都
是有他自己的经历的。

少年时期，为了读书，阿来翻山
越岭，走150多里路，他一路采草药，
打柴筹集书费和学费。同村的孩子
没办法坚持，又回到山上放牛放羊。
但阿来顽强地走下来了。冬寒暑热，
阿来孤寂地行走在山路上。阿来早
年的小说里，有个孤寂敏感的孩子，
那是阿来早年生活的印迹。

乡村教师阿来
渴望到外面的世界
努力考上师范学校

阿来说，他一直渴望着外面的世
界，后来努力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

他第一次来到马尔康，开始了
正规的汉语学习。两年后，阿来也成
为一个用汉语授课的乡村教师，被
分配到一个比自己村庄还要偏僻的
山寨。有多远呢？阿来回忆说：要坐
大半天汽车，然后公路就到了尽头，
接下来，还要骑马或步行三天，翻越
两座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阿来

孤寂地呆在偏僻的山寨，没有公路，
学生上学要走很远的路，跟他童年
的上学经历没什么两样。

阿来在寂静的冬夜，漫长的春天
里开始了大量的阅读。他读的第一部
历史书是《光荣与梦想》，第一部小说
是海明威的。接下来读的是福克纳、
菲茨杰拉德、惠特曼、聂鲁达……阿
来说，他没有写作方面的训练，他的
表达，是他自然能力的自然发挥。

卡车司机阿来
卡车司机经历
让他爱上旅行

在成为作家之前，阿来还有一
个特别的身份：卡车司机。阿来原来
是一个跑长途运输的人？没错！十几
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开卡车跑长途
运输木材。阿来笑言，那时候的他很
长一段时间都是无证驾驶。“那时候
道路也不好，开车在路上跑长途，那
种经验无与伦比。这种经验也给现
在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阿来
说，现在考驾照越来越规范，他还提
醒大家学好驾驶技术再上路，对自
己负责也对行人负责。

阿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段
卡车司机生活，也让后来的他变成
了一个真正的旅行家。而他的旅行
主要是自驾。“曾经开越野车在外面
整月整月的漫游，在甘肃祁连山下，
边走边指着路边的植物娓娓道来。

我也曾经开车去长江黄河源头，探
寻一些新鲜的事物……”

作家阿来
藏族题材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泉

1994年，是阿来的拐点。这一年
他写出了名扬天下的长篇小说《尘
埃落定》。可是，此书的出版却颇为
周折，书稿送往多个出版社却无人
问津。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
脚印发现了阿来，并惊讶于他的才
华，并于1998年出版《尘埃落定》。很
快，文学界沸腾了。2000年，年仅41
岁的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荣获第五
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盾文学奖历
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一举成名。

谈到文学之路，阿来非常感慨：
这么多年，藏族题材，故乡题材，是
世界认识他的窗口，也是他文学道
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2015年，阿来一口气出版了多
部小说专著，尤其是在《收获》和《人
民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蘑菇圈》

《三只虫草》，被长江文艺出版社抢先
出版。他的《三只虫草》即将拍摄成电
影。四川文艺出版社也在2015年出版
了阿来的《少年诗篇》《行刑人尔依》

《奔马似的白色群山》三部中短篇小
说集！写作不停的阿来，今年还成立
了阿来工作室，期待发掘更多的文学
新人，为四川打造更多的影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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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夜景

逛累了，可以乘观光车
樱花盛花期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