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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烟花从天府熊猫塔塔顶
绽放，339米的高塔站在城市的黑夜
里，宛如一棵开花的树，给成都带来
喜庆。

而今年的元宵夜，不止高空烟
花，春节部分亮相的夜游锦江，也在
元宵夜照亮了整座城市，璀璨光影
和古乐演出秀《伎乐·24》让市民游
客得以在沿江两岸，更加尽兴地度
过佳节。

《胡音旋舞》奏响
成华公园里龙腾新春

根据《明皇杂录》中的记载，古
时候的皇宫贵族过元宵节，有霓裳
羽衣舞、天竺乐等乐舞，还会奏响琵
琶、笙、箜篌等乐器。而这些恰好就
是永陵24伎乐的演奏乐器，不仅于
此，还有筚篥、竹笛、羯鼓、答蜡鼓、
毛员鼓、齐鼓等。

昨夜的成华公园中，表演者们
盛装而来，抱着乐器奏响了《胡音
旋舞》，旁边是由废弃的过山车改
造成的“龙腾之春”，演出秀与公园
中的光影秀交融为一，加上园内热
闹的文创夜市，像极了古时闹元宵
的情景。

《锦城花满》泛舟江上
诗句之景跃然眼前

另一支曲子《锦城花满》则是在

锦江上的摇橹船上奏响的。锦江水
悠悠，船只来往，载着成都的历史故
事。作为“夜游锦江”项目的亮点业
态，“夜游锦江”游船载起了天府文
化年味儿。

表演者们乘坐木色的摇橹船
顺流而下，吹响悠扬竹笛。同时，东
门码头的游船上还将布置川茶“竹
叶青”搭配“唐果子”的茶席，迷你
器乐的茶宠摆设，在真实还原了古
人过元宵的同时，进一步增添一份
雅趣。

全阵容演奏《蜀宫乐舞》
鼓瑟吹笙惊艳合江亭

最后在合江亭呈现的一曲《蜀
宫乐舞》，拥有二十四伎乐全阵容豪
华班底。

实际上，大年初一到初三，合江
亭上已接连上演了三曲。但元宵佳
节这天，华丽的舞美、身着古装的演
员和奏响的古乐，更加还原了古时
元宵晚会的热闹。

锦江两边的光影，也与这鼓瑟
吹笙音呼应着——临河建筑立面用
透明屏、叠水景观屏、堤岸投影打造
出多维空间场景秀，结合麻秧子船
的艺术装置，营造装置交互表演氛
围，讲述锦江“小游江”的宴饮故事，
再现了成都锦江商贸盛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碧波光影映烟火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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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一江碧波
这并不是单纯的一场烟花秀，烟

火、灯光与音乐相结合，让它更像是
一场视觉体验的城市音乐会。昨晚，

“天府成都·文旅成华”曼妙之夜成都
最美高塔光电烟花秀闪耀蓉城，与

“夜游锦江”一起，向世界呈现一幅天
府文化的美丽画卷。

视觉盛宴 天府文化元素辉映

“太漂亮了！等这么久真是值得
的。”下午4点半就从犀浦来到339的
蒋先生带着女友特意过来浪漫一下。
去年就来看过烟花秀的王婆婆和张
爷爷，今年又来了，“今年比去年还要
漂亮些，花样很多。和老伴一起看烟
花庆元宵，多有意思嘛。”

陈先生下午两点多就从双流开
车带着女儿前来，为了避免堵车，他
把车停在了IFS，走路去了天府熊猫
塔。烟火结束，人流激增，他没着急回
家，而是带着女儿顺便逛起了商场。

“如果说除夕是要待在家里，元宵就
应该出来与大家一起高兴啊。”

“今天人多，但大家都很有秩序地
聚集、离开，交警也很辛苦，我们都很理
解并听从指挥，来一趟，现场感受烟花
的美丽，值得！”有市民向记者感叹。

5G直播 全景式观看璀璨元宵夜

据了解，此次烟花的主题色彩取

自川剧脸谱配色，并在燃放中展现变
脸的概念和趣味，同时在音乐的编排
中也运用了川剧高腔特色。

有现场观众说，“等下回去看直
播回放，肯定更安逸啊，要全面些。”
记者从成华区有关部门负责人处获
悉，今年因为5G技术的引入，市民通
过手机看烟花直播成了最推荐的观
赏模式。“今年，成华区联动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运用5G网
络技术进行全程网络直播，市民在家
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就能360度欣
赏最美成都元宵景象。”

据成都移动政企部产品经理胡
彦杰介绍，整个直播过程非常清晰流
畅，“根据统计，最高峰时，在咪咕直
播上就有57万网友同时在线观看了
成都最美烟花秀。”在二环路5G公交
车上的乘客，也通过5G实时观看了
元宵节烟花秀和“夜游锦江”的美景。

从全国首个5G示范街区亮相太
古里，到全国首条5G精品环线在成
都开通，再到昨晚全国首次5G直播
烟花秀，成都在5G产业上可谓是走
上了“快车道”。随着传统节日与
5G、VR等高科技的融合，新的生活
场景也日益丰富着成都生活的“安
逸”内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
鑫 黄琳

昨夜，天府熊猫塔烟花秀与“夜游锦江”一起，向世界呈现一幅天府文化的美丽画卷

火树银花
照一城璀璨

据新华社电 21世纪以来第
16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
文件19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全
文共分8个部分，包括：聚力精准

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夯实农
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
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
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
乡村发展活力；加强党对“三农”

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总方针等。

文件指出，今明两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必须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发挥“三
农”压舱石作用。相关报道见03版

“元宵节就是要热闹，今天人
多，但大家都很有秩序地聚集、离
开，交警也很辛苦，我们都很理解并
听从指挥，来一趟，现场感受烟花的
美丽，值得！”有市民感叹道。

烟火结束，人流激增，陈先生没
着急回家，而是带着女儿顺便逛起
了商场。“如果说除夕是要待在家
里，元宵就应该出来与大家一起高
兴啊。”

汽车、公交、飞机，当无人
驾驶对于这些交通工具还处于
小规模试验阶段时，“无人驾
驶”地铁已可成熟运营。继北京
燕房线和上海10号线后，成都
也迎来了首条无人驾驶线路
——9号线。

昨日上午，地铁9号线全自
动无人驾驶首列车在成都新津
中车亮相，并正式启动了动态
调试，跑起来了！

成都首条无人驾驶地铁线路

成都地铁9号线位于成都
市三、四环之间，根据规划，这
是成都第二条地铁环线。同时
该条线路也是成都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中，首条全自动无
人驾驶轨道交通线路，最高运
营时速将达到100km/h。根据
规划，9号线将由三期工程组合
成环，其中一期工程已在建，
二、三期工程尚处于规划阶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了解到，9号线一期工程线路是
从三色站至黄田坝站，由南至
西沿顺时针方向敷设。线路全
长22.18km，共设13座车站，11
座换乘站，均为地下站。根据线
路工期安排，9号线一期工程预
计将在明年底正式开通运营。

首次采用开放式司机室设计

无人驾驶线路，当然是要
配备全新的全自动无人驾驶列
车。记者了解到，成都地铁9号
线一期总计配车25列，除首3列
车在长春生产外，剩余22列车
均在成都中车长客生产，实现
了全自动车辆的本地造。

昨日上午，记者在新津中车
试车线上看到了正在进行调试

的9001号列车，9号线的首列车。
据成都地铁运营公司新线

部副部长曾建介绍，此次运抵
成都的9号线车辆是国内第一
个具备全自动运行功能的8A
长大编组地铁车辆，列车全长
185米，宽3米，采用铝合金车
体，最大载客量可达3496人，也
是成都地铁目前载客量最大的
地铁车辆。

记者上车后看到，9号线列
车首次采用开放式司机室设
计，也就是司机室的通道门未
上胶，可随时拆除。这是否意味
着列车约等于没有驾驶室了？
对此，曾建告诉记者，在调试及
运营相关条件具备后，司机室
可开放给乘客成为载客区，想
瞧“稀奇”的乘客也可在此观看
列车全自动运行情况。

车辆异地调试工作正式启动

目前，成都地铁9号线列车
已在成都中车长客厂内启动异
地调试工作，以避免大量整改
工作在车辆到段后集中实施，
从而保障明年线路按期投运。

“为确保车辆全自动运行性
能的安全可靠，全力推进9号线车
辆调试工作，成都地铁成立了9号
线筹备组、联合调试组，以便高标
准开展异地单系统及多专业接口
调试工作。公司搭建了具备信
号、车辆、通信、综合监控等多专
业功能测试的联调试车线，以切
实提高后续车辆正线调试工作
的质量及效率。”曾建表示，因是
成都首条无人驾驶线路，所以9号
线运营各项筹备工作相比普通线
路都要提前1年左右，确保一次
性全功能、高标准开通试运营。

“力争开通时就实现无人驾驶。”

驾驶室也能装乘客、最大载客量3496人……

成都地铁9号线
全自动无人驾驶
列车亮相！

对于无人驾驶，不少市民
乘客应该都会担心安全问题。
对此，曾建解释，9号线列车采
用目前国际最高自动化等级
（GoA4）的全自动运行系统，具
有自动唤醒、自动运营以及远
程控制等功能，搭配通过以太
网实时传输的网络控制系统和
故障检测装置，“列车集智能性
和安全性于一体”。

具体来说，9号线列车有四
项技术值得一提。

首次采用障碍物及脱轨检
测装置，在没有乘务驾驶人员
情况下，当列车检测到轨道有
障碍物或车辆遇到脱轨危险
时，列车会自动触发紧急制动，
最大程度保证车辆运行安全。

首次采用智能对位隔离技
术，当车门出现故障隔离后，后

续各站的对应屏蔽门在集控开
门时均不会打开，同时当屏蔽门
出现故障隔离后，到达该站的每
列列车车门均不会自动打开。

首次采用车辆功能远程控
制技术，在列车上没有乘务人
员的情况下，列车空调设置、乘
客与控制中心通话、车载PIS广
播设置等均可在控制中心远程
操作，方便及时与乘客沟通或
及时调整车辆参数，有效提高
运营服务质量。

首次配备蓄电池、走行部、
车门等部位的在线检测系统，
近6000个监测点将车辆子系统
数据实时传输至地面控制中
心，实时掌握车辆状态，提高正
线运营效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陶轲

无人驾驶安全不？
多项智能技术“保驾护航”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成都今年拟引入
国际首店及世界品牌100家

淮州新城今年将启动实施项目106个
总投资4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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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锦江

感谢你 带走烟花的绚烂
留下干净的街道 02

19日晚，天府熊猫塔烟花秀 摄影记者 张直

烟火璀璨 图据东方IC 昨晚，二十四伎乐全阵容豪华班底在合江亭呈现《蜀宫乐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