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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
怀……”4月8日，音乐剧《闪闪的红星》
开启全国巡演，首站选择了石棉县，这
也是这部经典剧目首次以音乐剧形式
搬上舞台。

“石棉县是红军曾经浴血奋战过
的地方，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勇
历史家喻户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的历史节点，于这片红色土地上
讲述革命故事，尤为贴切。”该剧导演
易宏宇介绍，《闪闪的红星》改编自上
世纪70年代作家李心田的同名小说，
讲述小红军战士潘冬子在艰苦环境中
成长的故事，同名电影中的经典音乐

《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红星歌》
传唱至今，是几代人共同的经典红色
记忆。“我们从2016年开始筹备这部音
乐剧，石棉的这两场演出是5年磨一剑
后的首次对公众亮相。”

据介绍，这部音乐剧的演员均来
自中国东方歌舞团、解放军文工团、中
国铁路文工团等专业院团，其中不乏
徐晶晶、李丁等国家一级演员及杨烁
等著名影视剧演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4月10日上午，“筑梦出川大
通道 争当发展火车头”四川省
铁路建设劳动竞赛总结暨2021
年度启动大会，在成昆铁路峨米
段扩能改造项目峨米一标燕岗
制梁场现场召开。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年
底，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冕宁至米
易段将建成通车，峨眉之冕宁段
目前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6月
中旬开始架梁。

未来5年，四川将继续推进四
向铁路项目建设，到2025年，四川
境内预计将新增铁路营业里程超
2000公里，其中高铁将超过1500
公里。

成昆铁路扩能工程峨眉至米
易段自成昆线峨眉站向南，经沙
湾、峨边、金口河、甘洛、越西、喜
德、西昌、德昌接轨米易站。全长
386公里，为国家Ⅰ级双线铁路，
设计时速160公里，其中桥梁140
座，隧道52座，桥隧比达77.5%。

峨米段是成昆铁路全线地形
地质条件最为复杂的段落，具有不
良地质发育、岩层繁杂、岩体破碎
等特点，被称为“地质博物馆”，是
目前西南在建铁路困难项目之一。

据成昆铁路公司西昌指挥部
指挥长邹永木介绍，峨眉至米易
段共建有车站18座，其中8座为客
运站，分别是沙湾南、峨边南、金

口河南、甘洛南、越西南、冕宁、西
昌西、德昌西。

2021年竞赛活动将继续巩
固建设成果，将全力确保绵泸高
铁内自泸段、成昆铁路扩能改造
冕宁至米易段按期投用。加快成
兰铁路、沪渝蓉高铁重庆至成都
段（成渝中线高铁）、渝西高铁安
康至重庆段成达万高铁、西宁至
成都铁路等31个项目推进。确保
成兰铁路、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峨
眉至冕宁段等9个在建项目兑现
节点，沪渝蓉高铁重庆至成都段、
渝西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等8个项
目如期开工。

据了解，未来5年，四川将建
成、开工、储备一批铁路项目，向
东建成成渝中线、成达万高铁，形
成高标准沿江高铁通道；向南加
快渝昆、成自宜等高铁建设，协同
推进黄桶至百色铁路建设，完善
西部陆海新通道；向西推进川藏
铁路建设，构建通往印度洋的国
际大通道；向北加快渝西高铁、成
都至西宁铁路、成兰铁路建设，构
建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大
通道。

到2025年，四川境内预计将
新增铁路营业里程超2000公里，
其中高铁将超过1500公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4月8日，以“绿色城市，健康
生活”为主题的2021年中国（扬
州）世界园艺博览会（以下简称扬
州世园会）在仪征枣林湾正式开
幕。由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
局负责打造的成都展园也掀开面
纱亮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从成都市湿地保护中心获悉，
成都展园共计2100平方米，以

“公园城市，大运熊猫”为主题，
融合天府文化、竹文化、园艺花
艺，以活水生态理念筑园，园内
主展馆为大型抽象熊猫建筑，
以熊猫形象彰显成都公园城市
优越生态本底。

主展馆选用成都特产碳化竹
条，进行竹编装饰，形成大气统
一，富含地域文化特色，又与主体
大熊猫及周边竹丛密切相关的特
质景观；五组熊猫绿雕，环绕园中

绿道，充分展现了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探索
实践。室外精筑仿竹驳岸、竹编花
架廊等，栽植银杏、芙蓉等成都特
色植物作为骨架，搭配花乔、彩叶
灌木以及文化景墙和熊猫绿雕，
形成不同层次园艺景观和彩色立
体画卷。展园使用银杏、芙蓉、樱
花、红叶李、紫微、红枫等76种植
物，并采用滴灌节水和自循环净
水等低碳工艺营造适合植物生长
的环境，突出新时代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理念。

据悉，本次世界园艺博览会
将历时184天，于2021年10月8日
闭幕。6个月的会期中，将举办插
花花艺、月季、芍药、荷花、园艺微
景观、盆景等6项国际专业竞赛，
以及城市主题周主题日等丰富多
彩的园事、花事、赛事、展陈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4月9日晚，历经一年多的酝酿
和排练，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重磅推出
的大型革命历史川剧《烈火中永生》，
正式亮相成都城市音乐厅歌剧厅，受
到观众热情捧场。该剧核心人物江姐
由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
陈巧茹饰演，著名导演、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周龙执导。

实力派演员
完美展现川剧艺术魅力

一本《红岩》，是新中国几代人
共同的文化记忆。而根据经典剧本

《红岩》《许云峰》《江姐》改编而成的
大型革命历史川剧《烈火中永生》，
塑造了以江姐、许云峰为代表的英
雄群体，还有徐鹏飞、甫志高等反面
角色。这一次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用
最好的演员呈现出英雄的群像，同
时也展现出川剧的艺术魅力，让英
雄形象以川剧的形式贴近观众，使
川剧更加深入人心。

除了陈巧茹领衔主演之外，国
家一级演员蔡少波饰演许云峰，国
家二级演员康勇饰演徐鹏飞，优秀
小生演员陈作全饰演甫志高，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王玉梅饰演玛丽，优秀青年演员王
耀超饰演华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
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虞佳饰演孙明
霞，国家二级演员王华茂饰演双枪
老太婆，还有优秀青年演员周礼兵、
薛川等一同出演，4朵“梅花”再加上
众多实力派演员，演出阵容实在强
大。演出现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
剧情和生动细腻的表演赢得了观众
的热烈掌声。

现场乐队演奏
为观众带来极佳听觉享受

与此同时，该剧的现场乐队演
奏也是一大亮点。编制庞大的现场
乐队由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国家一级

指挥、作曲周玉指挥，还有优秀鼓师
杨军、国家一级帮腔李秋华和优秀
青年帮腔杨茜倾情合作，为观众带
来极佳的听觉享受，而且让剧情和
人物都更加立体，强烈烘托气氛，升
华主旨，使该剧的艺术审美特色更
加鲜明。“川剧有一个曲牌叫‘字字
双’，它使用得比较少，可能很多观
众都不了解。‘字字双’曲牌强调唱词
的押韵和对比，听起来很像流行音乐
里的rap，我把它进行了改良用在这
部剧中，希望观众能够喜欢。”作为

《烈火中永生》中的作曲、配器，国家
一级作曲王文训希望通过鲜明的音
乐表达，带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成都至延安的首趟动车开行
内蒙古新开至四川旅游专列

4月10日15时27分，成都至
延安的首趟动车缓缓从成都东
站驶出，这意味着，从今天开始
成都至延安间将实现动车直达，
时间比此前开行的普速车缩短
一半以上。

据了解，本次开行的成都至
延安直达动车每日开行一组。早
上7时40分，D1925次列车从延安
站始发，运行7小时7分后，于14点
47分抵达终点成都东站；15时27
分，D1940次列车从成都东站始
发，运行6小时52分后，于22时19
分抵达终点延安站。

票价方面，成都至延安方向
车票商务座1076元，一等座574
元，二等座358.5元。

此前，成都至延安仅开行普速

列车，每日为三个趟次，最短运行
时长14小时，最长需时近20小时。
直达动车的开行，将成都到延安的
铁路与旅行时长缩短了一半。

记者10日从中国铁路呼和浩
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从4月10
日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
行图，内蒙古新开至四川旅游专
列一班，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时刻
有所调整。

针对即将来临的夏季旅游旺
季，内蒙古铁路部门利用此次调
图，计划开行内蒙古呼和浩特至
四川阆中和成都的红色旅游专
列，旅客可以乘着火车游锦绣四
川，访革命圣地，寻红色记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
恒 综合新华社

成昆铁路复线冕宁至米易段
今年底建成通车

到2025年四川预计新增高铁超1500公里

以熊猫形象彰显成都优越生态本底

成都展园亮相
2021年扬州世园会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
邮件都慢。而今不同了，高速纵横
通达，川流不息，但思念却丝毫未
减，情感也因着条条大路，有了延
续，有了承载。

大学生小蝶（化名）对家乡的
情感，就寄托于高速公路的车轮之
上。来自暨南大学的她，出生于成
都，父辈的家乡却在四川泸州的古
蔺县。成都与泸州之间的高速路，
让离乡奋斗的父辈不曾真的走远；
让年迈来蓉的爷爷奶奶仍与故土
紧密相连；也让从未在古蔺生活过

的自己，有了对根的情结与眷恋。
得知红星新闻正在面向大学

生开展“少年中国行——沿着高
速看中国”短视频征集大赛，小蝶
报名参加了，她打算用自己的作
品，记录至亲行路的故事，记录一
段高速上的奇妙旅程，那旅程不
仅跨越空间，更跨越时代。

对于中国的高速公路，小蝶
想要诉说的很多很多。所以她希
望用镜头将自己心中所想呈现出
来，那是她眼中的人与路，更是她
眼中的今日中国。

主展馆为大型抽象熊猫建筑

小平故里讲解员当上“高速推荐官”：

带你领略
伟人魅力和广安风采

G42沪蓉高速，横贯中国东西，东起上海市，西达四川
省成都市，自东向西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
川6省市，全长1966千米，是国家规划的“五纵七横”国道
主干线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有全国唯一一家
以纪念邓小平同志为主题的纪念园区

一提到广安，很多人都会想到，这
里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家乡。1904年
8月22日，邓小平诞生于广安市协兴
镇牌坊村，在这里度过了他难忘的童
年和少年时光。16 岁那年他离开家
乡，远渡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踏上
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经历了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奉献了毕生精力，开辟了
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他
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也深深眷恋
桑梓和乡亲，留下了“一定要把广安建
设好”的嘱托。

在沪蓉高速广安收费站出口下高
速，再行驶10公里左右，便抵达邓小平
故里旅游区。这里是全国唯一一家以
纪念邓小平同志为主题的纪念园区。

2001年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开始规

划建设，并于2004年小平百年诞辰前
对外开放。整个园区占地面积3.19平方
公里，核心区830亩，园区有邓小平同志
故居、翰林院子（童年邓小平在此启蒙
读私塾）、北山小学堂（少年邓小平在这
里接受新式教育）等20多处邓小平同志
青少年时期的重要活动场所。邓小平故
居陈列馆是国内唯一以纪念邓小平同
志为专题的博物馆。邓小平缅怀馆是邓
小平故居陈列馆的延续和补充，让人们
从各个角度了解小平同志。

每年，邓小平故里都要接待 300
万人次海内外游客，至今已累计接待
游客超过3800万人次。

刘秀中，是邓小平故里管理局一
名讲解员。这个地道的四川广安妹子，
每年都要为成千上万游客讲述小平的
生平故事，带领大家领略一位时代伟
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采。

这里有全国首个
跨省域新区——川渝高竹新区

刘秀中说，邓小平故里现已成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
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
新时期党性特色教育基地、全国首批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是人们
缅怀感恩伟人、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
性修养的首选之地。

作为四川红色旅游龙头和全国红
色旅游重要目的地，广安还被纳入全
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和30条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邓小平同志故居、邓
小平故居陈列馆和华蓥山游击队遗

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打造的100个“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

摊开地图，可以发现广安位于四
川最东面，紧邻重庆，居“成渝西昆”钻
石经济圈中心，是“一带一路”建设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

作为邓小平家乡，广安还是四川
省唯一的川渝合作示范区。不仅如此，
与重庆渝北区合作共建的全国首个跨
省域新区——川渝高竹新区也在这
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三代人的公路情：
一头系着归属，一头连着向往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中宣部
会同交通部、文旅部等共同开展
的“沿着高速看中国”主题宣传活
动于4月6日正式启动，并持续至
6月底。作为主要参与媒体之一，
红星新闻“少年中国行——沿着
高速看中国”短视频创作大赛也
拉开序幕。

我们期待独特的你带来独特
的创意和多样化的表达——一部
高速公路的航拍大片、一个高速公
路沿线的村庄变化、一位货车司机
的温暖故事、一首诗歌配上热血混
剪、一幅沙画讲述动人瞬间，都是
我们所期待的。

时长随意，3~5分钟为宜。
设备随意，如果你是摄影发烧

友，航拍也可。当然，手机也不错，
画质清晰即可。

我们还为你提供了创作保障：
前期先向我们提供草拟的视

频拍摄创意，视频创意通过初审

后，产生的作品将根据质量获得
1000~10000元不等的创作基金。

同时，生产合格的作品将在红
星新闻微博、客户端、抖音等平台
进行展播，优秀作品将在全平台通
过大V资源推广。
▶我们还设置了丰厚奖品：

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
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一等奖 1名 奖金30000元
二等奖 2名 奖金20000元
三等奖 3名 奖金10000元
优胜奖 若干 颁发获奖证书

▶投稿方式：
请于5月10日前将作品发送

至邮箱177638026@qq.com。请在
邮件中注明“沿着高速看中国”作
品投稿，并留下联系方式。

详 情 请 加 群 咨 询 QQ：
893712520。暗号：沿着高速看中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彭祥萍

少年中国行，正在等你来

少年中国行少年中国行

大型革命历史川剧《烈火中永生》隆重上演

4朵“梅花”同台 演绎英雄群像
音乐剧《闪闪的红星》
开启全国巡演

《烈火中永生》剧照

邓小平同志故居

刘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