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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桐树街距离宽窄巷子不过百
米，墙画完成后，正值春节，受宽窄
巷子的辐射，这条街吸引了不少游
客。墙画的艺术效果也超出了社区
对画的期待。“一开始还以为小孩子
的画也许幼稚，但现在看来画得非
常好，艺术性很高，超过我们的预
期。”贺曦说，周围居民也认为大大
改善了社区的面貌。

李大爷就住在宽窄巷子附近的
同仁路，每天外出买菜都要经过泡

桐树街，看着孩子们一笔一画把14
幅作品全部完成。“泡桐树街本来就
是一条休闲街道，逛宽窄巷子的人
逛着逛着也会走到这里来，这些画
确实改善了街道的面貌，我们吃完
晚饭也乐意到这里走一走。”李大爷
说，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孩子们利用
寒假期间完成的，这是孩子们给社
区、给社会交的一份很别致的“寒假
作业”。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泡泡娃”画作上墙
宽窄巷子附近添“新景点”

泡桐树小学参与社区街道改造，以14幅墙画作品展示成都形象

长约30多米的青砖墙壁
上，熊猫、成都博物馆、太阳神
鸟、和谐号……还有各种成都
小吃纷纷上墙、色彩斑斓，卡
通形象，童趣十足。3月4日，
一段别致的墙画在宽窄巷子
附近的泡桐树街引发了游客
的啧啧赞叹。

成都商报记者从宽巷子社
区了解到，这是该辖区调动居
民、单位和志愿者一起参与街道
外貌改造，具体创作则交给了泡
桐树小学。据介绍，师生们历经
一个多月，完成了14幅墙画作
品，绘制成30多米的墙画，以
“泡泡娃”的视角展示城市。

3月4日，从深圳到成都旅游的曾小
姐逛着宽窄巷子，走至泡桐树街，发现了
一组特别的墙画，当场惊呼：“这是小学生
画的？太厉害了！特别漂亮，色彩非常丰
富，以孩子的视角向我们介绍了成都。”

泡桐树街，长约 30 多米的青砖墙
壁上，画了14幅画，熊猫、宽窄巷子、成
都博物馆、金沙太阳神鸟、IFS、和谐号、
各种成都小吃纷纷上墙、色彩斑斓，卡
通形象，童趣十足。

看了作品下方的名字，发现这些
墙画出自附近泡桐树小学孩子之手，
曾小姐和她的朋友们简直不敢相信，
纷纷摆起 POSE 和这些墙画合影留
念。曾小姐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她和
朋友3日抵达成都，4日刚刚逛了宽窄

巷子，因为预备在成都待四天，正在
想成都有哪些景点可以逛。

“那个熊猫在爬墙，画的是什么？”
曾小姐向记者打听，得知是成都最有代
表性的一条商业街道——春熙路，当即
表示下午就去春熙路，要看看“爬墙的
熊猫”。曾小姐的朋友则表示，昨日她还
专门尝了尝墙画上所画的“糖油果子”。

“这组画以非常丰富的色彩向我们立
体地介绍了成都，里面提到的地方我们都
要去看看。”曾小姐说，下午先逛春熙路，
晚上去锦里，有空还要去金沙遗址看看。

4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墙画所在街
道采访的短短一小时内，就来了四五拨
游客。这里，俨然成了宽窄巷子附近的

“新景点”。

成都小吃、成都景点、成都动
物……以墙画的方式，向游客们
介绍成都的，正是附近泡桐树小
学的学生。宽巷子社区工作人员
贺曦介绍，去年七八月份，成都对
社区街道外貌进行改造，提档升
级，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少城片
区有 6 条纳入首批改造街道，其中
就有泡桐树街。

“泡桐树小学是辖区内的单位，
他们也可以为社区贡献一份自己的
力量。”贺曦说，街道改造是以“宽门
社区工作坊，打开大门一起来共建”
的原则，充分调动辖区内的居民、单

位和志愿者一起动手参与。贺曦说，
墙画作品，社区提出的基调是“体现
成都元素”，具体创作则交给了泡桐
树小学。

据介绍，泡桐树街小学将这组
墙画的艺术主题定位为“泡泡娃”眼
中的城市。家长志愿者和该小学美
术组老师们组织五六年级的学生，
以金沙太阳神鸟、宽窄巷子、现代成
都、大熊猫、川剧、青铜器、成都休闲
生活、成都小吃等为主题，创作了
14幅墙画作品。师生们历经一个多
月时间，长约 30 多米的青砖墙壁
上，墙画全部完成。

14幅墙画：
表达“泡泡娃”眼中的城市

附近居民：
一份别致的“寒假作业”

游客惊呼：
这是小学生画的？太厉害了

一位在成都的加拿大人
让四川这条山间小路成全球户外网红

远方是皑皑雪山、脚下
是潺潺清泉，原始森林中的
山间小路上，一个自行车骑
手正在穿行……这是全球
发行的顶尖旅行生活杂志
《ACTION ASIA》（《行动
亚洲》）2018年第一期杂志
的封面故事。这一次，它用
10页之多，向全世界户外运
动爱好者推介了位于四川
境内的一条“山间小路”。

经过这本户外杂志推
介的目的地，几乎无一例外
地会成为全世界户外爱好
者心向往之的胜地。

令人意外的是，发掘并
推广这条线路的，竟是一位
在成都扎根多年的加拿大
人——吉姆。

从17年前第一次来到
这座城市，到如今操着熟练
中文、爱上吃辣，并在成都
开设外资旅行社，吉姆说：
“我爱这座城市，我对这里
的未来充满希望。”

七旬农民志愿者
为留守儿童拉出最美旋律

前几天，趁孩子们还没开学，肖
华清往镇上的留守儿童之家跑得更
勤了，他想让孩子们多些时间学习
音乐。今年72岁的肖华清是一位地
地道道的农民，他不拿工资，义务教
留守儿童音乐，默默坚持了 10 多
年，用一双苍老的手拉出了最美的
旋律。

主动报名教孩子拉二胡

2 月27 日，在乐山市井研县宝
五乡留守儿童之家的一家屋内，一
位头花有点花白的老人时而上前给
学生们纠正拉琴的姿势，时而讲解
演奏二胡的技巧。老人名叫肖华清，
他不是这里专业的音乐老师，而是
井研县宝五乡三溪村四组的农民，
一位志愿者。

早些年，肖华清曾在宝五乡农
机队伍上过班，在那里他学会了拉
二胡、吹笛子。后来他回到农村，当
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每天忙完
农活，肖华清总要拉上一曲。前些
年，听说有些孩子因家长外出打工
无人管教，贪玩好耍、沉迷于网络游
戏，肖华清很担心、很着急。他总是
想：如果孩子们能拉二胡该多好。

2007 年 5 月，宝五乡建立了留
守儿童之家。得知消息后，肖华清主
动报名，做了一名“志愿者”。每到周
六周日，他就背上二胡、笛子，走40
多分钟到宝五乡留守儿童之家，教
孩子们拉二胡。

组建“留守之家小乐队”

据肖华清介绍，他原来并不识
谱。后来，他买了《二胡基础教育》
和《怎样识简谱》，开始慢慢学简
谱，教学生。为了让孩子们掌握更
多的传统音乐，肖华清还自学了笛
子、电子琴。

由于二胡弦少，拉起来难度大，
最初孩子们三分钟学习的热情过
后，就坐不住了。肖华清很着急，便
掏钱买二胡弦和耳熟能详的儿歌、
老歌等曲谱，供孩子们选学，孩子们
对二胡的兴趣有了很大提高。

随着孩子们的水平逐渐提高，
肖华清组建“宝五乡留守之家小乐
队”，他带着孩子们经常到周边乡
镇的敬老院、乡镇集市演出，还曾
参加井研县“达人秀”和井研县元
宵晚会。

10年多教200多名徒弟

据宝五乡关工委执行主任郑明
有介绍，10 年多里，肖华清共教了
200多位“徒弟”。千佛镇梅湾村的梅
玲在他的培训下会识谱，会拉二胡，
在重庆上大学时还上台演奏；宝五
乡塘湾村王姝考上了音乐学院，毕
业后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还有
更多小朋友参加才艺比赛获奖……

10 年多来，肖华清曾被评为
“优秀志愿者”“先进个人”等。肖华
清说，这些没啥子，都是小事，他会
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动不了为止。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韩国总统文在寅
将派特使团访问朝鲜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4 日宣布，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派特使团5日起
对朝鲜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尹永
灿当天发布消息说，特使团团长为
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成员
包括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统一部
次官千海成、国家情报院第二次长
金相均和青瓦台国政状况室室长尹
建永，另有5名工作人员随行。

尹永灿说，特使团将访问朝鲜
首都平壤。访朝期间，特使团将与朝
方高层官员就促进朝鲜半岛和平、
改善南北关系展开对话，特别将就
创造条件促成以半岛无核化为目标
的朝美对话、促进南北交流等问题
进行全面讨论。

尹永灿还说，此次派特使团访
朝是作为平昌冬奥会之际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派遣特使访韩的回
访。特使团访朝后还将访问美国，向
美方介绍此次访朝结果。

文在寅1日晚与美国总统特朗
普通电话时表示，韩方计划近期派
遣特使访问朝鲜。

2月9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率领的高级
别代表团乘专机抵达韩国，出席当
晚举行的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次日，
文在寅在青瓦台会见朝鲜高级别代
表团并共进午餐。金与正作为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向文在寅
转交了金正恩关于改善朝韩关系的
亲笔信，并转达了金正恩对文在寅
访问朝鲜的口头邀请。 据新华社

泡桐树街长约30多米的青砖墙壁上，
熊猫、宽窄巷子、成都博物馆、金沙太阳神
鸟、IFS、和谐号、各种成都小吃纷纷上墙、色
彩斑斓，童趣十足，引发游客啧啧赞叹。这
里，俨然成了宽窄巷子附近的“新景点”。

宽巷子社区对街道外貌进行改造，提
档升级，泡桐树小学积极参与。师生们历
经一个多月，以14幅墙画作品展示成都
形象。附近居民说，这是孩子们给社区、给
社会交的一份很别致的“寒假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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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骑行路线
登上全球顶尖旅行生活杂志

《ACTION ASIA》是一本在全球
发行的全英文顶尖旅行生活杂志，在中
国、新加坡、泰国、美国、澳大利亚、日
本、新西兰、韩国等世界各国均有发行。

2018年第一期杂志，就用封面加
10个内页的规模，详细介绍了位于四
川贡嘎山附近的一条骑行路线。

“你知道这趟旅程最棒的是什么
吗？”在世界各地骑行过的前职业越野
山地车运动员爱乐迪·布朗在杂志中
评价，“每次骑行都不同，每条线路各
有特点，条条都是世界级的。”

“这条小路是整个越野线路的一
部分，整个线路全长近200公里，最高
海拔4700米，最低1500米，下坡最高
时速可达60公里。”这条线路的开发
者之一任尧说，骑行其中，一路上会经
历春夏秋冬四季的风景，冰雹、雨雪、
暴晒是家常便饭，“骑着骑着，登上山
顶，雪山突然出现在眼前，一切就都抛
在了脑后。很难、但也很美。”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体验这条线
路——参加者至少需要具有两年以上
的山地越野骑行经验以及技巧，还要
提前半年开始准备，根据个人情况不
同，制定每周的骑行训练计划。

即使如此，这条经典线路，吸引了
来自全世界的越野自行车爱好者，其
中有越野速降圈“网红”——山地速降
极限运动员马基、几乎骑遍了加拿大
越野线路的马特、以及前职业越野山
地车运动员爱乐迪等。任尧说，这条线
路他们目前已经接待了50多人前往。

从加拿大来成都10余年
他决定自己开家旅行社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这条受世界
爱好者青睐的“网红”线路竟是由一个
在成都的加拿大人一手发掘并推广的。

来自加拿大的吉姆说着一口流利
的普通话。2013年4月，他在成都创立
了四川跨悦旅行社有限公司，这也是

国内第一批外资旅行社。正是吉姆的
这家旅行社发掘了这一线路。

吉姆在加拿大时就做过向导工
作。1998 年，他受朋友邀请到昆明旅
游，23岁的他被中国的风土人情深深
吸引。2000 年结婚前，他专门告诉妻
子自己会去中国。一年后，两人便结伴
来到成都。“当时选择成都，是因为成
都是中国西部的门户城市，去西部的
很多地方交通都很方便。”

来成都后，吉姆开始在西南民族
大学习中文，并在成都社区当工作人
员。几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川西，知道
了很多当地人才知道的风景，甚至还
学习了当地语言。5年前的一天，吉姆
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四川、成都如此

多让人心动的美景，为啥我不能向更
多外国人推荐，让他们也来看看呢。

他决定自己开一家旅行社，合伙
人便是在 2008 年地震当志愿者时认
识的任尧。如今，吉姆的旅行社一年要
接待四五百名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外国
游客。这里面，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到过
成都。而一次旅行，让成都成为他们通
向不同目的地共同的起点，“通常大家
都会花上一两天时间先在成都逛逛武
侯祠、锦里”。

历时两年多踩线
让旅行者体会风俗人情

“这条路几十年前就有当地村民

或牛羊在走。之前在这里徒步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里非常适合骑行。”说到这
次登上《ACTION ASIA》的自行车越
野线路，任尧告诉记者，他们从 2014
年 6 月份开始踩线，这一踩就是两年
多，直到2016年8月才走通全线。

200 多公里的线路，分为了 14 段
进行探索。每次踩线，除了携带GPS等
工具，还会向当地村民询问搜集信息，
年轻人基本不知道这些路，村里的老
人还有一些模糊的印象。踩线一般早
上七八点就出发了，带足干粮，下午两
三点若没有到达目的地，就会折返，好
的时候能踩20公里，走不通也是家常
便饭。有次水没带够，走到山顶，两个
多小时没找到水源。

踩线的同时，一行人也发现了不
少了当地很有特色、有口碑的餐馆住
宿，后来带团来旅游时，这些地方便成
了旅行者的落脚点，看风景、体会风俗
人情会让旅行更完整。

这是座令人兴奋的城市
儿子已把这里当成真正的家

刚到成都时，吉姆的大儿子才4月，
如今已经成为快17岁的大小伙。一家人
也与成都有了割舍不断的感情，一年之
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成都。吉姆告诉记
者，他太太也是加拿大人，但两个儿子
都在成都长大，对他们来说，成都才是
他们真正的家。“每次回加拿大探亲，几
天后他们总会问我什么时候能回成
都。”对吉姆自己而言，学中文、跑步、玩
飞盘，他结识了不少成都朋友，吃辣也成
了生活的日常。工作之余，他还在继续探
索新的地方，发现不同的自然人文风光。

“成都是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一
座令人兴奋的城市，每天都在发展，感
觉自己生活在现代城市发展的最前
端，有很多高新的事业和技术在这
里 孕 育 ，我 对 成 都 的 未 来 充 满 希
望。”吉姆说，他希望继续扩展更多
更好的旅游线路，让世界各地的旅
游爱好者，认识成都、领略四川。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小学生的小学生的1414幅墙画亮相泡桐树街幅墙画亮相泡桐树街

熊猫、太阳神鸟等，这些墙画童趣十足

吉姆展示《行动亚洲》杂志

骑行途中的美景 图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