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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绽放文创、
子子文化投资主办，成
都传媒集团新闻培训中
心 承 办 的 2019 Art
Chengdu国际当代艺术
博览会圆满结束，5天共
有逾58000人次入场，亚
洲各地收藏家、艺术家
及美术馆、艺术机构的
代表齐聚一堂。展会期
间，成都举办了超过20
场文艺活动，共同营造

“成都艺术周”。
自创立以来，Art

Chengdu国际当代艺术
博览会以卓越的品质，吸
引着最好的本土及国际
画廊。今年有46家来自全
球的画廊及艺术机构参
展，其中首次亮相的画廊
占1/4以上，不乏国际一
线画廊。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陈谋

6.8公里、双向六车道
禾丰连接线预计6月底竣工

禾丰连接线起于创业大道，止于
简阳东收费站，全长6.8公里，总投资
9.3亿元，按照城市快速路标准设计，
主线双向六车道，道路宽52米，全线
设计时速60km/h。两侧各11米景观
绿化带，内建绿道、人行道和休憩亭。
项目于2017年10月开工，现正在进行
绿道、绿化、人行道和边坡等附属设
施建设，计划于今年6月30日竣工。

日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采访时，从禾丰连接线起点处驶往
简阳东收费站上成安渝高速，仅花
费6分钟。“没有这条连接线，河东片
区要上高速就只能绕行简阳或简阳
北收费站，得多花半个小时以上时
间。”简阳市公路养护二段党支部书
记、段长吴梅介绍。

记者见到了正在组织施工的刘
杰。30多度的高温下，工人们正忙着
绿化洒水，清洗路面，为铺筑路面上
面层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这是一条穿
行在丘陵之间的路，因此，需要大量
挖方、填方。刘杰介绍，项目一处高填
方区垂直高度有26米，填方量80多万
方。而路基最大挖方高度达48米，有6
处大挖方区，总挖方量190多万方。

“工程量还是不小，为了按时完工，我
们几百号人经常晚上加班。”

在南充仪陇出生，如今定居眉
山的刘杰在接手项目之前从未来过

简阳。“我是2017年4月来简阳的，刚
好是‘东进’战略提出的时间，现在
已经满满两年了，这里变化真的很
大，到处是忙碌的工地。”他说，刚来
时还是荒山，如今项目即将全面竣
工，自己十分自豪。

万亩桃源初挂果
这里还要发展乡村旅游

在禾丰连接线的两边，成片的
桃树郁郁葱葱，叶子下面已经冒出
青色的果实。这里，正是普安乡的万
亩桃源项目所在地。

目前，整个普安乡种植了近
7000亩的桃树，品种多达20余种。

“今年桃树实现了初挂果，明年挂果
的桃树将占一半以上，按照每亩
1000斤左右的产量，届时，我们这里
将有2500吨的桃子源源不断运往成
都及其他市场。”作为项目业主，四
川省胜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办
公室主任付沉钟表示，该项目是“中
国桃花源”项目的一个子项目。

2017年，四川省胜男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打造了“中国桃花源”
项目，以桃产业为业态，建成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农业田园综合
体。到2020年，包括普安乡在内的整
个河东片区将形成4万亩桃源基地，
涉及东溪镇、施家镇、平武镇、禾丰
镇、云龙镇等多个乡镇。届时，将形
成观花、品果、休闲、旅游、亲子活动

等一体化乡村旅游的发展格局。
此外，2018年12月18日，简阳市

乡村旅游招商沙龙暨乡村旅游签约
仪式上，简阳市政府与四川智慧龙
投实业有限公司签订普安旅游发展
万彩森林王国项目框架协议。目前，
项目的规划正在积极推进中。

路网带来资源
空天产业功能区引进28个项目

禾丰连接线不远处就是成都空
天产业功能区，禾丰连接线连接的
空天产业园创业大道正在加快建
设，建成后将大幅缩短企业至简阳
城区、成都城区的距离。园区将依托
金简黄、成龙简快速及成安渝禾丰
连接线，形成“一环、三横、一纵”交
通骨架路网。目前园区签约引进长
江汽车、星空年代等28个项目，正加
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

据悉，近两年，简阳依托已通车
的成渝高速公路、成都第二绕城高
速、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成安渝高
速，形成了“绕城高速”。仅2018年，简
阳实施“十大行动计划”交通类重点
项目55个，交通重点项目建设得到了
快速推进，“六横三纵连三环”的城市
交通格局逐步形成，承接“一枢纽三
门户”重要功能。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龚靖杰 摄影记者 张直

简阳市2018年实施交通类重点项目55个

开启产业发展“新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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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上午9点，春日的朝露刚刚
散去。或许是因为假日的缘故，平日里
人流如织的锦城绿道桂溪生态公园尚
一片静谧，一群身着统一服装的跑团
出现在视线中，他们在绿道用心和脚
步拥抱城市的脉动，充满了无尽的活
力。在散发着青草芬芳的湖边，他们停
下脚步，大声唱起《歌唱祖国》，用歌声
为伟大的祖国送上祝福……

跑团来自中国铁建昆仑集团路
桥公司，当中绝大部分成员都是“蓉
漂”。甘肃小伙子吴生尧2009年大学
毕业，2010年就跟随公司来到成都，
积极投身成都的建设中，如今脚下的
跑步绿道，便是他们公司投资建设
的。“平时我们大部分同事都在一线
工作，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一有时间，

大家就会聚集起来，在天府绿道跑
步。”留在成都，成都的乐观、包容以
及自然环境是吸引吴生尧的地方。如
今，他已经在成都安家，并娶了一位
成都女孩。“我们在五一小长假，希望
用跑步、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也是为礼赞祖国·律动成都——‘天
府之歌’推广传唱活动出一份力。”

其实，在吴生尧他们跑团演唱前，
还有一群充满活力的“7080后”老爷爷
老奶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声情并茂
地唱起《我爱你中国》，即便白发苍苍，
依然激情万丈。或许是长期在一起表
演的缘故，他们的默契程度比跑团还
要高一筹。“平时我会组织大家一起唱
歌，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退休员工，就
住在桂溪生态公园旁边，这里风景优

美，是我们天然的音乐厅。”领唱的老
奶奶张淑芳身着旗袍，要不是她自曝
年龄，根本看不出已经72岁了。“今年
是新中国70岁，看着祖国越来越强大，
我们是发自肺腑地高兴。希望通过歌
声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呐喊出我
们老年人的激情。”

“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中，除
了10首入选优秀歌曲之外，还有5首
名家邀约作品。其中，从四川走出去
的著名音乐人郭峰，便为家乡写了一
首《我的名字就叫天府之国》。跑团和
老爷爷老奶奶们便在风景如画的桂
溪生态公园旁，合唱了这首好歌。第
一次唱肯定有些陌生，但他们用如火
般的热情，将脚下这片热土的活力展
现得淋漓尽致。

蓉漂跑团携手“7080后”
在绿道用歌声祝福祖国

礼赞祖国·律动成都——“天府之歌”推广传唱活动
在宽窄巷子和锦城绿道掀起最强声浪

蓉漂跑团、街头艺人

引吭高歌表白祖国
“祖国万岁！”当

近千人挥舞红旗，引
吭高歌，赤诚表白，宽
窄巷子沸腾了！

5月2日上午10
时许，礼赞祖国·律动
成都——“天府之歌”
推广传唱活动，在宽
窄巷子东广场掀起最
强声浪。下至五六岁
的小孩儿，上至七十
多岁的老爷爷，都加
入了合唱。《成都》《我
把四川唱给你听》《我
的祖国》《太阳出来喜
洋洋》……歌唱美好
的生活，歌唱美丽的
家乡，歌唱强大的祖
国。“心中的澎湃之情
难以言表，甚至感动
得流泪，觉得生活在
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真的很幸福。我必须
大声说出来：劳动创
造美，劳动铸就中国
梦！”广东揭阳华侨高
级中学音乐教师罗琼
带着家人第一次来成
都玩，除了加入合唱，
她还自告奋勇演唱了
一曲《我爱你，中国》。

除了宽窄巷子，
在都江堰宝瓶口、都
江堰七里诗乡、桂溪
公园、浣花溪公园等
具有代表性的成都公
园城市建设点位，主
办方摆放话筒，邀你
高歌。成都正在建设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这些人文风景之地，
有处处见绿、花重锦
官的城市绿韵，有青
砖黛瓦、老成都韵味
的四合院落，人与自
然和谐相容，幸福感
油然而生，此情此景，
怎不放声歌唱！

宽窄巷子是成都的“网红”打卡地，海内
外游客川流不息。“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
走”，当活动的第一个音符弹出——街头艺
人袁志强一曲《成都》，游客就开始驻足，动
人的歌声流淌在心间。

近年来，涌现了大量歌唱成都、歌唱四川
的优秀作品，礼赞祖国·律动成都——“天府
之歌”推广传唱活动就重点选择30首音乐作
品进行推广传唱，包括歌颂祖国的经典歌曲
15首、“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动入选优秀歌
曲10首、名家邀约作品5首。5月2日，成都电视
台第二频道主持人刘羊漾就现场领唱了《我
把四川唱给你听》，这是夏元元、刘明扬两位
音乐人的力作。“我知道那叫乡愁，却说不出
滋味，有一点麻有一点辣还有一点让人落泪，
离家再远也走不出宽窄巷子，天府之国值得
骄傲的有一大堆”，站在宽窄巷子唱这首歌，
可以说是触景生情。副歌部分格外朗朗上口，
就连几岁的小朋友听一遍都会唱：“我把四川
唱给你听，唱这里的人们乐观自信”。

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总会有一条
河，河上发生的事情与生命息息相关，寄托
着你的喜怒哀乐。所以每每《我的祖国》音乐
一起，每个人心中的这“一条大河”都在奔涌
……在现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见
证了这条“大河”迸发出永远年轻的生命力。

初始是一段古筝，筝音清雅而层层递
进，成都珍筝古筝堂的珍筝、李雪、江来、聂
凡雅现场弹奏演唱《我的祖国》，“一条大河
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江河帆影漂移、
田野稻浪飘香，人们的思绪拉得无限绵长而
又高远。随即，音乐转入副歌部分：“这是美
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成都文艺老夫
妻包国安、李素琼带领他们的乐队，小提琴、
大提琴、长笛、曼陀林、手风琴、竖笛、萨克斯
一起合奏合唱，可谓老夫聊发少年狂，壮怀
激烈。围观游客挥舞国旗，也自发加入大合
唱阵营。一波强过一波的混声合唱，仿佛山
洪喷涌而一泻千里，尽情地抒发人们的家国
情怀。唱了一遍，大家不过瘾，又唱一遍，77
岁的乐队指挥精神更加抖擞。最后，所有表
演者、群众大声喊出“祖国万岁”，响遏行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了
动人的一幕幕，很多人眼含热泪。东北吉林
的张文艳大妈边唱边流泪，她说：“我们祖国
强大了，我感到深深的荣幸和自豪。”成都西
蜀华韵音乐艺术学校老师张雪燕感慨万千：

“我在想，当我有一天也白发苍苍，再唱起这
首歌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对我们普通人来
说，爱国就是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依旧勤
恳敬业，乐于奉献。”上海来蓉旅游的刘晓蕾
女士连连感叹：“春节才在《新闻联播》上看
到了成都宽窄巷子的快闪活动，被千人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深深感动。今天自己成了其
中的一分子，感受更加发自肺腑，生活在这
个和平的年代，是幸运的。生活在这个不断
进步的时代，是幸福的。希望我们都能心怀
祖国，追梦前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王效

古巷里歌声流淌
很多人眼含热泪

宽窄巷子

从成安渝高速驶入简阳东收费
站，成安渝高速禾丰连接线宽敞开
阔，道路两旁，去年种下的玉兰树、
香樟树、银杏树已经长出新叶。“目
前项目进入最后阶段的绿色景观打
造等，已完成80%以上的工作量，
力争6月全面竣工。”项目施工单
位、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刘杰介绍。

道路两边稍远一些的地方，成
片的桃树郁郁葱葱，这是普安乡的
万亩桃源项目。作为成都平原经济
区重要支点和成都向东向南拓展的
重要门户，简阳依托天府国际机场
规划建设，形成“一空七高九轨十一
快”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禾丰
连接线建成后，将成为简阳城区连
接成都空天产业功能区和成安渝高
速的重要通道。

2019 Art Chengdu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落幕

人次围观

锦城绿道

空中俯瞰成安渝高速禾丰连接线

街头艺人正在宽窄巷子演唱

在锦城绿道桂溪生态公园，他们用歌声为伟大的祖国送上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