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流：
“科普一下同行者Eric Ripert，纽

约Le Bernardin海鲜餐厅的主厨，米
其林三星，世界50大餐厅排名第19。”

“担担面起源于1841年的自贡，
成都发扬光大了。”

吐槽CNN：
“一来到中国画风就变成吃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看完马达加斯加致郁的我需要

美食治愈。”

好吃嘴：
“看完好想回成都吃火锅啊，考

完研就买车票！加油！”
“非常真实啊，去成都吃老码头火

锅、厕所串串和几家苍蝇馆子，每次都
吃到头晕，可是特别爽，还想去。”

川菜的魅力
打破了外国人的饮食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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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金牌纪录片电视节目
聚焦四川美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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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豆瓣网上评分高达9分的CNN金牌纪录片电视节目
《安东尼·波登：未知之旅》来到四川，美国大厨、畅销书作家、主持
人安东尼·波登，和他的法国厨师朋友埃里克·里佩尔一起，边吃
边耍边逛四川，通过川菜美食、巴蜀人文风情，感受独有的四川

“麻辣”文化。（见成都商报2017年2月27日02版）
透过CNN的镜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另类角度的四川美食，从街

边小面到名小吃“三大炮”，从热辣火锅到路边肉串，从麻辣兔头
到海参木薯粉……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回访了这些在纪录片中出
现的川味美食店铺，探究它们是如何征服美法大厨味蕾的？

《安东尼·波登：未知之旅》
第8季观看弹幕五花八门

观看量达2.7万次
评论上千条

光是在知名视频网站bilibili上，介
绍四川美食的这一期《安东尼·波登：
未知之旅》观看量就达到2.7万次，即使
播到第8季，这档CNN金牌纪录片电
视节目依然热度不减。在1450条弹幕
中，既有配合揭秘纪录片的“技术流”：

“担担面起源于1841年的自贡，成都发
扬光大了”；也有对CNN纪录片的吐
槽：“看完马达加斯加致郁的我需要美
食治愈。”更多的是对四川美食的向往
与热爱，有异地游子的童年味道：“看
完好想回成都吃火锅啊，考完研就买
车票！”有外来游客的美食记忆：“非常
真实啊，去成都吃老码头火锅、厕所串
串和几家苍蝇馆子，每次都吃到头晕，
可是特别爽，还想去。”

由美食构筑牵引开来城市文化
和城市气质，CNN此番举措不是第
一家，也绝不是最后一家。去年12月，
面 向 东 南 亚 播 出 的 美 食 纪 录 片

《Cook Eat China》第18站也选择了
成都。今年年初，由美国人Ramon主
唱并填词、德国人Bodo作曲的歌曲

《Hot pot》（火锅），成为新一代的网
络神曲，在3分05秒的MV中，一群老
外对着四川火锅大快朵颐，一名戴墨
镜的老外则不停地用英语和成都话
唱。美食文化的传承一直在继续。

甜水面、白凉粉
让老外筷子停不下来

在《安东尼·波登：未知之旅》成
都之行中，安东尼·波登去了位于双
林路的小名堂担担甜水面店。“他们
来那天是去年5月5日，提前一个多
月就有编导来沟通拍摄细节。”店长
毛先生对此印象深刻，甜水面、鸡丝
凉面、白凉粉让两个老外筷子根本
停不下来，一方面觉得“太棒”，一方
面觉得“太辣”。之所以选择这家店，
毛先生解释，“他们希望还原老成都
的小吃铺面，当时拍了我们，还拍了
其他老馆子。”除了CNN以外，毛先
生透露去年10月份还有一家外国电
视台来拍摄，“这些都不是我们找
的，都是他们来找我们。”

5年前，爱吃的成都人毛先生开
了小吃店铺，“最开始就是为了养家
糊口，我喜欢吃。”毛先生希望传承
的川味美食，是小时候难以忘怀的
地道成都味，“小时候我们揣着10块
钱，要到庙会才能吃到各种小吃。现
在我就想把这些发展下去。”毛先生
觉得，“对于川味美食传承来说，这
些纪录片当然是有帮助的。”

“放眼全国，成都绝对是餐饮行
业竞争最大的城市之一。”毛先生
认为，正是因为百舸争流的现状，让
四川美食推陈出新、不断发展。

原来不吃豆腐的老外
爱上了麻婆豆腐

同样出现在纪录片中的，还
有天添饭店。这家在成都开了22
年的老牌川菜馆，拿出来的都是
老派川菜。老板娘李姐记得，当时
的一桌人点了一堆经典川菜：麻
婆豆腐、藤椒鱼、冒烤鸭、辣子鸡。

“去年5月，他们先给我打电话，说
要过来拍。在拍摄的头一天，拍摄
团队先来看环境。”李姐说，之所
以选择她这里，“是剧组里一个美
女推荐，她就一直在这里吃。”

在纪录片中，安东尼·波登对
麻婆豆腐爱入骨髓，“麻婆豆腐才
是真正的美食，对我来说，它是川
菜的制高点，我绝对最爱的一道
豆腐菜。如果做得好，能以一敌
百。麻婆豆腐有一种完美的平衡，
我爱死这道菜了。”

“ 后 来 他 们 跟 我 说 ，菜 品
‘very good’（非常好）。”李姐记
得，纪录片主持人安东尼·波登告
诉她，“他以前都不吃豆腐的，但
吃了这里的麻婆豆腐，觉得非常
好吃，以后也会吃豆腐了。”李姐
觉得这是川菜的魅力，“能够通过
各色川菜，打破外国人的饮食禁
锢，发现并喜欢上川菜，喜爱上食
材，这是很好的。”

会组织餐饮同行
一起观看纪录片

成都美食文化产
业协会会长彭小平也
给《安东尼·波登：未
知之旅》成都行点赞，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
事，我们应予以支持
和鼓励，这部纪录片
能够让全世界都来关
注我们的川菜。”

彭小平表示，川
菜博大精深、百菜百
味，传承了上千年，“包
括今天的麻婆豆腐、宫
保鸡丁、鱼香肉丝等四
川名菜都受到海内外
欢迎。”并透露，将组
织行业内经营川菜的
餐饮同行们共同观摩
这部纪录片，“所有的
四川美食都凝聚了人
民的辛勤劳动，我们
有必要把川菜的美食
文化进行到底。”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彭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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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72亿元
都江堰外江水主题

综合游乐项目全面开工
2019年全面再现“船行都江堰、水映青城山”景观

波平如镜，船帆如林，水映青城，这幅美丽画卷，不久之后将在
都江堰成为现实。72亿投资，兼顾金马河水生态系统整治、国际水上
赛事打造、都江堰轨道交通及新客运中心枢纽站等功能的25平方公
里滨江新区建设，“动起来”了。2月27日，都江堰外江水主题综合游
乐项目在该市金马河下桥闸东岸举行开工动员大会，标志着都江堰
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又一个旅游综合项目落地。

投资550亿元的成都万达城项目，
就坐落于都江堰市滨江新区的西岸。
2014年，都江堰市面向全球发出邀约，
征集滨江新区城市设计概念方案。现
在，这个定位为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滨
江新区，也因成都万达城的落户，驶入
了发展快车道。

“开始全面建设的滨江新区基础设
施项目，将都江堰的隔江发展变为拥江
发展，沿金马河两岸将形成国际级标准
的旅游城市配套。”都江堰兴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文说。都
江堰外江水主题综合游乐项目开工范
围包括外江上、下桥闸建设，金马河两
岸景观带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重量级、引擎性的旅游产业化项目
陆续落户滨江新区，对其基础设施承载
能力提出了考验。这里将新建、改建市
政道路14条，公路交通项目3个，新建金
马河闸坝、滨河绿地景观、玉堂场镇改
造、污水、供水、供电等配套，共计27个
子项目，预计于2018年10月全部完工，
目前各项工程已分阶段开工建设。

金马河，也有了特殊的设计——
外江上、下桥闸的建设立足于以高端
水上运动赛事为引擎，带动体育旅游
和大众游乐产业发展，打造国际水上

运动娱乐中心。上桥闸将形成长约
1.8km，面积约为58.2万㎡的常年平湖
景观，下桥闸将形成长约1.2km，面积
约为41万㎡的生态水面，两座桥闸的
建设，在金马河城区段青城桥处至外
二环处形成4.2公里长、400米宽的开
阔水面，将具备举办摩托艇、水上摩托
F1、水上飞人、龙舟、皮划艇和赛艇
1000米赛等水上赛事条件，同时还能
开设众多水上游乐项目。

同时，通过构筑连续的绿色生态
网络，建设回归自然的生态驳岸，串联
开放便捷的休闲交通系统，打造码头、
广场、驿站等特色滨水复合功能区，形
成123公顷多类型、多功能、多层次的
滨江景观。还将引进带有公交性质的
水陆两用的“鸭子船”这一既可以像汽
车一样在陆地上行驶穿梭，又可像船
一样在水上泛水浮渡的特殊车辆，源
于它水陆两栖的特性，带给游客全新
的体验。未来的滨江新区将再现“船行
都江堰，水映青城山”的绝美景致。

在上游，依托磨儿滩水库，还将打造
多层级水系设计的水主题体验景区等。

此外，还包括万达文化旅游项目、
大熊猫旅游区、高端商贸服务区等旅
游综合体。

美好的蓝图已经展开——现代
化新城拥江而立，沿岸亲水平台、港
湾码头，水面快艇穿梭。将来，这里
不仅让都江堰市民能享受到亲水宜
居，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将
通过滨江新区，充分体会都江堰的
水魂。

滨江新区，是都江堰市建设国
际旅游名城的重要片区，也是“十三
五”时期都江堰市旅游产业的“集聚
区”和城市转型的“主战场”，将对未
来的都江堰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滨江新区项目的开建，也促使
都江堰市投资集聚效应快速凸显，
投资者信心倍增。据介绍，今年都江
堰市还将以“大项目带动大产业”。
其中，万达文化旅游城，总投资550
亿元，占地面积为5000亩，万达茂滑
雪乐园、秀场及万达茂电影乐园将
于6月开工建设；蓝光水果侠主题世
界，总投资20亿元，占地面积300亩，
项目的主体设施已大体完成，将在5
月正式对外开放；青城山国际旅游
度假区项目，总投资366亿元，2月正
式签约；安缇缦莲花湖国际旅游度
假区，总投资20亿元，占地面积345
亩，该项目一期工程建设已接近尾
声，将于3月底投入运营。

在这个“主战场”，兴市集团将
通过加快实施72亿元滨江新区金马
河拦河闸坝工程、滨江东岸土地整
理、玉堂场镇改造、外江滨河生态景
观打造等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将滨
江新区打造成为“船游都江堰，水映
青城山”的城市景观之地。项目建设
将升级改造城市配套服务，完善旅
游产业体系，实现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成为成都市旅游综合改革实验
区的核心支点，为都江堰市建设“国
际旅游名城”增添新引擎。该项目预
计2019年全面建成，在同年年底，成
都万达旅游城也将全面开门迎客，
全新的滨江新区将展现在游客及市
民的面前，也将为都江堰市旅游产
业发展，建设国际旅游名城注入“强
心针”。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战略篇
旅游产业聚集区
城市发展主战场

25平方公里面积的新区建设，
高标准、高质量的规划引领是新区
建设破题关键。都江堰市滨江新区
开发建设办公室介绍，未来的新区
将成为国际旅游度假区、川西旅游
集散地、城市综合新区，现代服务、
文化生态旅游、创意经济与品质居
住的功能高度融合之地。

滨江新区北至磨儿滩，南至都
汶高速，西至熊猫谷，东至走马河，
总面积25平方公里，总投资达上千
亿元。紧扣山水文化主题，沿金马河
为轴线，形成六大功能区。王文介

绍，在滨江新区的东岸，规划为旅游
休闲功能区、城市配套服务区、旅游
集散功能区；西岸则包含了生态景
观区、国际开放居住区、国际度假旅
游区；打造传统与现代、人文与生态
相融合，观山览水的旅游新城，构筑
宜居宜业宜休憩的城市品质。

金马河的功能定位也不再是单
纯的“排洪泄洪”，而是要将其打造
成为成都平原上的一条水生态长
廊。以往的金马河外河，仅仅承载汛
期排洪通道的功能，而现在通过新
建堤防、拦河闸、生态景观等工程，

都江堰将改善金马河的水生态环境
和水景观。“以后，大家不仅可以到
金马河外河绿地休憩，还可以通过
设置在水面四周的观景平台赏景，
观看水上赛事。”都江堰兴市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工程部经理罗大钊说。

一汪绿水浩浩荡荡，奔流不息，
沿岸绿树成荫，彩色步行道与绿化
隔离带顺着河岸一直延伸，岸边三
三两两的锻炼者健步如飞，每隔一
段的小广场上，唱歌跳舞的老年人
兴高采烈。这是可以描绘的未来滨
江新区沿岸宜人的生态环境。

未来的滨江新区是什么样？规划篇

精准定位国际旅游度假区 兼顾水生态系统改造谋划篇
滨江新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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