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从内蒙古乌海出发，穿过
宁夏沿黄城市，连接青海玛沁的大
通道正在修建。从空中俯瞰，它穿过
山地、跨过大河，途经绿洲、戈壁，横
贯腾格里沙漠腹地，把西北内陆、黄
河上游的城镇连成一体。

乌玛高速串联起荣乌高速、京藏
高速、定武高速等干线，使横贯全国

的数条骨干道路在宁夏纵连成网。
4月11日，由中国中铁五局承建

的乌玛高速青铜峡至中卫段控制性
工程镇罗黄河特大桥顺利合龙。镇罗
黄河特大桥全长1289米，桥宽26米，
连续跨度为宁夏最大、全国罕见。至
此，乌玛线与定武线实现互通。

乌玛高速建成后将是一条在黄

河上游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动
脉。有了这条通道，银川与中卫间车
程由两个半小时缩减到一个半小
时。沿黄城市之间、银川与兰州之间
便辟开了第二条高速通道。

5月初，乌玛高速修建又传来新
进展——乌玛高速上跨包兰铁路桥
梁架设完成。乌玛高速宁夏段（青铜
峡至中卫）预计10月底建成通车。

据了解，乌玛高速青铜峡至中
卫段纵贯腾格里沙漠，是宁夏第一
条穿越沙漠腹地的高速公路。该路
段主线全长122.9公里，其中穿越腾
格里沙漠腹地18公里。

目前，乌玛高速惠农至石嘴山
段项目已完成招标，交通运输部日
前也正式批复了初步设计，项目即
将进入实施阶段。项目接已建乌玛
高速石嘴山至银川段，全长57.089公
里，总工期三年。建成后，将实现乌
玛高速宁夏境内全线贯通。

乌玛高速途经东西部对口扶贫

协作帮扶“闽宁模式”的发源地——永
宁县闽宁镇。沿着乌玛高速进入闽宁
镇，宽阔的道路两旁，红瓦白墙的农家
小楼鳞次栉比，葡萄种植基地绿意融
融。20多年来，闽宁镇在借助东部的资
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同时，将外来
资源和自身禀赋相结合，培育出酿酒
葡萄和红树莓种植、肉牛养殖、设施温
棚等特色产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沙坡头位于中卫西部腾格里沙
漠的东南缘，国家5A级旅游景区，集
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为一处，具西北
风光之雄奇，兼江南景色之秀美。

乌玛高速宁夏段建成后，将把银
川、石嘴山的重点景区沙湖、影城、西
夏王陵，与中卫的重点景区高庙、沙
坡头连成一条线。作为中国西北地区
重要的东西交通通道，乌玛高速项目
将形成生态服务、旅游观光、绿色产
业开发等社会服务功能的带状“生态
廊道”。 综合新华社、中新网、宁夏
新闻网、银川日报等

荣成至乌海高速公路（G18）的
联络线之一，对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起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
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经乌海市海
南区再跨越黄河进入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惠农区境内，规划终点位
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

规划里程1154.20公里，目前通
车里程570公里。途经棋盘井、石嘴
山、银川、青铜峡、中卫、白银、兰州、
康家崖、广河、临夏、合作、碌曲、尕
海、玛沁。

穿越腾格里沙漠腹地
这条“生态廊道”串起大西北

途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
是贺兰山东麓沿线重要交通大动
脉，将沙坡头、贺兰山等景区串联
——沿着乌玛高速穿越腾格里沙
漠，开启一场小康之旅吧！

乌玛高速（乌海至玛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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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后“蓉漂”张芮发的朋友
圈里，她还配有九宫格图片：金沙
遗址博物馆与梅花鹿合影，在乌木
林打卡；行走在杜甫草堂的大片楠
木下，坐在草堂书院阅读……朋友
留言“没想到在博物馆也能拍出大
片感”。

其实，成都的博物馆都有其独特
的美感，金沙遗址博物馆整体设计遵

从“天圆地方”的建筑风貌。成都博物
馆用独特的几何立面造型、铜制褶皱
外观、自下而上的“金镶玉”幕墙，体
现出既古朴又现代的风格。

杜甫草堂博物馆不仅保留了原
有园林风格，馆外的浣花溪公园也成
为市民日常休闲的首选之处。正在建
设的成都自然博物馆以西岭雪山为
设计理念，不仅带来趣味性的文化内

涵，也有设计美学享受，优雅、时尚。
80后姚启程也喜欢在周末带上

一家三口去博物馆走走。“女儿虽然
才4岁，但早已是博物馆的忠实粉
丝。”姚启程说，成都博物馆的《人与
自然：贝林捐赠展》是女儿最喜欢的
地方，来自天上地下、国内外不同的
动物标本都能在此看到。

而今年70岁的张阿姨，是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的老顾客，因为喜爱
书法及三国文化，她不仅自己爱逛，
还爱带着朋友来逛，“我还能充当讲
解员，为朋友们讲述这里的每一块
碑每一棵树木”。她告诉记者，“三绝
碑”和“出师表”上的碑文是她最爱
临摹的书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
峻峰 曾琦

不断有博物馆在成都平原上出
现，离不开成都市委市政府的有利
政策、成都多元文化的厚重历史。

成都的历史文化“多元性”非常
突出，如宝墩—三星堆文化为代表
的古蜀文明、水利和道教文化、三国
文化、唐宋诗歌文化、五代音乐文化
等，为建设各类主题的博物馆创造
了很好的历史结构。

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近十年来，
成都市委市政府陆续出台《关于促进
民办博物馆加快发展的意见》《成都

市民办博物馆管理办法》等，不断完
善优化博物馆支持政策，并在全国率
先将非国有博物馆免费开放服务纳
入公共服务体系予以财政预算支持。

成都市还实行了集群与分散相
结合的建设方法。在市郊，分别在大
邑县安仁镇、龙泉驿区洛带镇和都
江堰市青城山镇建成三个非国有博
物馆发展聚落；在市内，正在四川大
学建设的国有博物馆群，明年底将
有6个馆建成开放。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成都

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朱树喜说，2020年
成都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1805.9亿
元，GDP占比突破10%；接待游客2.04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3005.18亿元，
这其中，全市各级各类博物馆做出了
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在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广场建设
成都博物馆，源于朱树喜曾多次到美
国、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考察。他发
现，在国外最繁华的地段，很少看到
现代大型建筑，更多的是文化设施，
包括博物馆，“那里的人流量像我们

逛超市一样，挤不动，我想我们也需
要这样的文化建设”。如今，成都博物
馆日均人流量上万。

成都的博物馆已初具世界级规
模，但一刻也不敢放松。据了解，全
国已有近30个城市提出建设博物馆
之城、博物馆之都等目标。为此，成
都市文物局正在推进一馆工程（县
县建设国有中心博物馆）、展览更新
工程、乡史村史和社区博物馆建设，
力争到“十四五”末，全市博物馆数
量达到320个以上。

成都的博物馆初具世界级规模 力争“十四五”末达到32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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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之城为何是成都？

“今天一口气‘刷’了武
侯祠、金沙遗址、杜甫草堂，
原来博物馆也是满满的高科
技。深厚的历史文化、有趣的
活动设置，还有丰富的、有意
义的活动，成都的博物馆太
国际化了！”这是90后“蓉
漂”张芮在5·18博物馆日分
享在朋友圈里的信息。其实，
这只是众多热爱逛成都各大
博物馆市民的缩影。

得益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良好的经济水平，成都的
博物馆建设有很好的基础保
证和发展根基。成都的现代
博物馆肇始于1914年的华
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经
过多年发展，我们有了能满
足三国文化爱好者需求的成
都武侯祠博物馆，海内外诗
歌文化爱好者必打卡之地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
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
华希昆虫博物馆等。

记者从成都市文广旅局
博物馆处获悉，成都目前已
有博物馆160家，其中国有
博物馆50家、非国有博物馆
110家，博物馆总数全国第
二、非国有博物馆数量和质
量全国第一，俨然就是一座
博物馆之城。

人们不禁要问，博物馆
之城为何是成都？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昨
天和明天、历史和未来，在这里相逢。
一个个博物馆像一本本史册，蕴藏着

“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发展密码。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对成

都有特别的感情，尤其是2008年汶
川大地震后的三年间，他来成都29
次，主要为了文物抢修。他认为，四

川的文物部门很了不起，在2008年
抗震救灾的同时，文物普查也没有
停。此外，在仍有余震时，2万多人进
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大广场，武侯
祠、杜甫草堂等也都接纳了很多市
民，“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和感触”。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太
阳神鸟”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

志，离不开单霁翔的推荐。“金沙遗址
在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耀在中华大
地上时就出现了，是2000多年前古蜀
人创造的，多神气啊。太阳神鸟那么
端庄大气，又具备动感，我当时就推
荐它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他认为，“博物馆之城”没有一
个具体的标准，关键看博物馆究竟

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
用。“成都的博物馆能有今天的规模
和人气，离不开成都人爱享受文化
这一特征。”所以，有了2016年“盛世
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在成都
人的手机上刷屏的盛况，参观总人
数超63万人次，最高单日逾3.4万人
次，创下了国内同类展览的新纪录。

凡是文化厚重的城市，都有丰
富的博物馆。

近日，成都市文物局备案了第
160家博物馆。按2018年成都市常住人
口1633万计算，成都每10.2万人便拥
有1座博物馆，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成都的博物馆数量众多、类型
丰富、特色突出。”2021年3月31日，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副司长金瑞国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大三国志展》
开幕式上如是说。

目前，成都市国家级博物馆达到
20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10家。据统
计，截至目前，成都市博物馆超过300
个基本陈列，年举办临时展览超过
220个，年参观人数达2550万人次。博
物馆已成为传播天府文化的重要窗
口、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高地。

今年博物馆日当天，一个好消
息从北京主会场传来，成都博物馆
（成都中国皮影博物馆）《影舞万象·
偶戏大千——中国皮影木偶展》荣
获202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
展览精品”，这是继“花重锦官城
——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之
后，再夺大奖。

成都的博物馆所获奖项不计其

数：武侯祠博物馆入选“2019中国博
物馆创新锐度Top10——文旅品牌
IP传播奖”，金沙遗址博物馆获誉首
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全国最具
创新力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新馆建
成不久即被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
的十大博物馆”……成都也因为这
些博物馆成了兼具颜值和内涵的

“博物馆之城”。

博物馆是一所大学校 单霁翔看好成都文博

每10.2万人便拥有1座博物馆 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博物馆总数全国第二
非国有博物馆数量和质量全国第一

生态美学+设计美学 成为不同人群爱逛博物馆的理由

乌玛高速青铜峡至中卫段项目施工现场 图据宁夏日报

成都博物馆被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博物馆”

草堂书院图书馆

成都武侯祠《大三国志》展览

紧接01版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
继续用好党际交往特殊优势，深化治
国理政经验交流。充分发挥双边合作
指导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高质量推
进“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对接，持
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快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充分挖掘新业态新动能合
作潜力，更好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
要加强民间交往，加快落实中国援越
民生项目，让互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
两国百姓。双方要延续和衷共济优良
传统，携手应对好、控制好新冠肺炎疫
情，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中方愿继续为越方抗击疫情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阮春福转达阮富仲总书记对习近
平的亲切问候，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
即将迎来百年华诞，表示，在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下，中国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
了抗击疫情、恢复经济、脱贫攻坚三大
战役的胜利，中国人民生活从未像今
天这样美好。越方衷心祝贺中国成功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巨
大转变，相信并祝愿中国在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取得更大成
就。越中两国是兄弟和近邻，越方始终
支持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强大、坚定奉
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继续坚定
推进越中友好，愿同中方认真落实两
国高层共识，密切政治交往，加强团结
互信，深化经贸、抗疫、青年、人文、地
方等各领域互利合作，把越中两党两
国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为地区和平和
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科研成果转化，也是四川大学国
家双创示范基地的主要职能之一。

成都赢锐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在
孵企业之一，团队由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的骨科医生，以及曾供职于华为和
英特尔的研发人员组成。成都赢锐科
技有限公司CEO吴卓立介绍，2018
年，团队研发的项目——神经可视化
微创手术导航系统代表四川大学参加
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并
获全国金奖，第二年，项目便入驻园
区，进行科研成果转化。

目前，该项目已形成一套神经可
视化的微创手术模拟培训系统，该系
统运用领先算法，模拟微创手术培训
时的X光成像，并通过3D形式让临床
医生进行微创手术练习。

“该套设备可以让临床医生快速掌
握微创手术技术，降低医生实际操作门
槛。”他告诉记者，目前，该套设备已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落地，“从国内医疗
体系来看，还没有同类产品出现。”

吴卓立是一名连续创业者，来自
内蒙古的他已在成都工作生活了10余
年。在他看来，对于创业者而言，成都
是一个“可静可动”的城市。

“与北上广深相比，成都没有那么
‘紧绷’，生活性价比更高。你想慢下来
时，也可以慢下来享受生活。但这座城市
也不仅仅只有慢生活。”吴卓立经常可以
看到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和重点实验室深
夜灯火通明的景象，这些景象，让他看到
这座城市不断向前奋进的脚步。

城市提供给创业者的，不仅仅是
安逸的生活环境。他以入驻园区2年多
来的经历为例介绍，除了场地，园区还
发放创新券用以抵扣企业所需的资源
服务费用。同时，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还
给企业提供智能制造、物联网云平台
和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研发及测试等
需求服务。

陈丽莉介绍，2016年，四川大学被
批准成为首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四
川大学科技园承担了四川大学国家“双
创”示范基地五大平台之一的高新技术
企业孵化平台建设和运营，成为全国首
个向双创转型升级的国家大学科技园。

四川大学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运营
两年期间，累计孵化项目120余个，转
化科技成果40余项，获得知识产权160
多项，已构建集行政服务、科技中介服
务、投融资服务、创新创业人才培育于
一体的较为完备的服务体系，形成了

“创业苗圃—众创空间—孵化器—加
速器”的创新创业孵化链条。

除了融合成果转化和企业孵化过
程中的转化链、孵化链、产业链、资金
链，充分挖掘四川大学和兄弟院校各
学科领域的优秀学者、专家及校友资
源，为成都“双创”赋能外，四川大学科
技园还与地方政府共建5000平方米的

“四川大学·武侯区协同创新创业孵化
器”，引导四川大学教师及科研团队就
地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园区首创

“大学生创业操盘实践”项目，指导四
川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未来，我们将依托四川大学的科
技、人才、信息优势，持续聚焦高端人
才和全球青年大学生创业企业孵化，
以及科技成果交易转化和公共创业服
务，助力成都‘双创’。”陈丽莉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企业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助力科研成果转化

园区 创新创业孵化链条
助力成都“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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