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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身像一条蓝丝带
刚好从树梢间穿过

记者“打卡”高线公园，从新金
牛公园所在的茶店子地铁站出来，
远远地便看到一条银色桥身绵延
在茂林修竹的公园之中。

桥身大部分都在空中，离地约
4米，游人所处的位置就在树梢之
间。无论是开车从新金牛大道经
过，或是从三环路经过，目光都会
不自觉地被横亘在头顶的这座飘
逸的艺术品桥身所吸引。

近距离观察，桥面步道采用蓝
色，无论是从桥上走过，还是从空
中的视角，整个桥身像一条飘逸的
蓝色丝带，既美观又梦幻。

在高线公园散步，记者发现这
里的每一个细节可谓精雕细琢，无
不体现匠心——上桥的梯步设计
得很平缓，迈上台阶很轻松。“考虑
到这是一条步道，很多老年人、小
孩子，所以比平常的楼梯每一级要
矮一点。”设计师解释道。

桥面的高度，刚好从树梢间穿
过，夏天蝉鸣的声音，仿佛就在耳
边，让人感觉更贴近大自然。在观
光区域，除了方便游客拍摄桥和公
园的场景，还从游客的角度考虑到
了细节，喜欢自拍的达人，可以分
层坐在台阶上，“这样几个人同时
入画时，画面会更有层次感。”

此外，桥体两侧安装的玻璃围
栏，植入了丰富的 LED 芯片动画
屏、光电星星屏、互动投影等，游客
可以一路走，一路感受光影之趣。

沿着高线公园“打卡”，连接
三环路熊猫绿道段的绿化经过精
心搭配，层次多样富有生机。此
外，恰到好处布局了儿童娱乐设
施、休闲座椅，“一老一小”逛到此
处可以放松玩耍。如果是夜晚，路
边布置的透光混凝土坐凳还会透
出柔和的光线，更可为夜跑的游
客一路伴行……

串起五大城市公共空间
连接城北两大生态组团

如此有范儿的一座艺术景观
桥，是如何设计打造的，它又是怎
样在 7 个月的工期里完美呈现的
呢？记者为此采访了建设方金牛环
投集团子公司成都金牛绿城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项目负责人粟桢旎介
绍，高线公园整体以“竹叶轻”为设
计策略，将竹叶进行抽象与扭转，
形成不同形态的桥梁造型。设计同
时融合了丝绸之路等元素形象。

项目起于新金牛公园，止于北
三环路一段外侧，总长1620米，其
中空中廊道 1200 米、地面段 420
米，占地面积约6.6万平方米，串联

起五大城市公共空间，包括熊猫绿
道、天府艺术公园、金牛公园、新金
牛公园、金牛体育中心，同时缝合
起熊猫绿道、新金牛公园绿道这两
条骨干绿道。

为了精心打造这条空中丝带，
全桥采用 BIM（工程智能管控技
术）技术，施工中大胆尝试，采用了
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型建筑
材料。比如，桥体通过BIM技术，科
学、直观分析出桥梁形状，全方位
无死角建模；桥面装饰采用双曲面
烤漆幻彩蜂窝铝板，每片蜂窝铝板
均需根据现场实测数据，通过设计
验证后，由厂家根据设计数据优化
后采用数控开模，全桥 1.2 万余平
方米蜂窝铝板均无重复造型，桥梁
装饰穿孔铝板采用渐变设计无重
复尺寸，通过数控设备，逐个激光
开孔 400 余万个，无一重复。因制
作难度大，目前全国仅三家拥有该
技术厂商可以接受此类定制。

如今，高线公园正式亮相，连
接了城北最有颜值的两大生态组
团——天府艺术公园和新金牛公
园。“两大组团都是重点天府文化
新地标，之前被主要干道分割为两
个点位。随着高线公园的亮相，将
促进两大重点片区人流互通、功能
互补、联动发展，实现‘双引擎’整
体连片。”金牛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成都日报记者 陈方耀

近日，位于成都双流区的
一家自助洗车场由于设施简
陋、雨污混合流入市政管网等
环境问题，遭到周围群众投诉。

“来这里洗车的大多是越野车
和大货车，开进来的时候会有
很多泥土，灰尘也大。而且洗车
场内污水很多，附近市民认为
环境问题比较严重。”双华社区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史云锋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这家洗车场位于黄甲大道
四段附近，全名“黄甲镇盛农源
农产品公司吉祥雨洗车”，今年
2月才取得营业执照。针对群众
的投诉，双流区黄甲街道组建
了工作专班督导商家停业整改

“雨污合流”问题。
据史云锋介绍，该洗车场加

盟四川吉祥雨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无人自助洗车业务。记
者跟随史云锋来到洗车场，第一
眼就看到了贴在门口的纸张，上
面写着“洗车场已搬迁，如需退
款请拨打……”。“洗车场停业之
后，还有 70 多位消费者的充值
券没有使用，为避免引起矛盾，
我们督促商家贴通知在门上，让
消费者的财产能够得到保障。”
史云锋向记者解释道。

继续往前走，便是一片空
地。“整改前这里设置了 6 个洗
车位，还配套了6台自助洗车机
和 1 个三级沉淀池。”史云锋指
着地上的痕迹说。从其之前拍
摄的照片来看，当时的洗车套
装设备比较简陋，而且每一个
洗车位上方均有遮阳网。“遮阳

网不能防水，这样会导致雨水
和污泥混流，再加上这家店的
三级沉淀池没有达到过滤标
准，要是直接注入污水管网的
话，会对环境产生很大影响。”
史云锋说。

“价格对于群众来说是很
便宜的，但由于这个地方比较
偏，且知晓度低，商家的成本回
收比较慢。”史云锋坦言，“而要
想处理好雨污混流的问题，首
先就要重建沉淀池。但是沉淀
池的修建费用普遍在 1 万元以
上，这对于商家目前的经营情
况来说难度较大。”他补充道。

因该洗车场经营不善，洗
车场负责人决定自行拆除洗车
设备，停止经营。“我们跟商家
协商好之后，首先联系出租方
跟洗车场负责人协商退租事
宜，出租方会把剩下的租金退
还商家；其次我们会对场地的
设备和线路再进行检查，避免
发生安全事故；最后，就是对整
个场地进行清扫，而且我们定
期会来查看卫生情况。”

“现在市民对于整改结果
比较满意，认为周边的泥土少
了，污水也少了。”史云锋表示，

“在后续工作中，我们会对商家
的证照问题进行严格审查，并
对所有洗车场进行大规模排
查，尤其重点检查排污、安全隐
患和卫生情况。平时也会加大
力度做好日常巡查，逐一解决
好生态环境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然
实习记者 黄盼盼 受访者供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住建局了解到，“十四五”期
间，成都市将规划建设一类应急避
难场所23个，达到人均应急避难场
所面积不低于2平方米。

而事实上，成都市民时常会
“邂逅”建在公园中的应急避难所。
它们平时是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公
园，遇到突发事件又会瞬间“转换
角色”，变成供数千乃至数万市民
应急避难的场所。

这些“藏”身公园的应急避难
所长什么样？具有哪些应急避难的
功能？日前，记者对多个点位进行
了实地探访。

景观遮阳棚、景观草坪……
这些“景观”都有应急功能

9月17日上午，位于高新区天
府二街与天府三街之间的大源中
央公园人来人往，各种创意满满的
景观设施与精心修剪的绿化搭配
得相得益彰。但当记者从地铁5号
线大源站C出口进入公园时，首先
映入眼帘的却是极其醒目的应急
避难场所标识。

入园后，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不
同图案的醒目标识，应急供水、应
急供电、应急报警、应急指挥、应急
物资存放、应急棚宿区……

“这里是二类应急避难场所”，
成都高新区应急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平时这里是群众休闲、健身、
游乐的公园，一旦进入应急状态又
变身一处能容纳7000~9000人的应
急避难所，“你能看到的所有应急功
能都是融入公园景观之中的。”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盛乐社
区居委会副主任刘朝阳指着草坪
中的一处水龙头告诉记者，公园里
面有多处应急供水点，一旦进入应
急状态，这里的应急供水点能够保
障饮用水、自来水的不断供。

另一处如同“森林木屋”的景
观，则同时具备“应急指挥”、“应急
物资存放”的双重功能。记者进入
小屋看到，里面整齐存放着应急设
施设备，如消防器材、安全帽、安全
绳、手电筒、对讲机、帐篷等。

“我们平时存放的消防物资及
医疗物资都只是少量储备”，刘朝
阳介绍，这里与街道的公共卫生服
务中心和大型商超等无缝衔接，一
旦启动应急状态，在联动机制下，
合作的医卫机构和商家会立即供
应物资以及派专业人员前来。

公园内最大的景观亮点之一，
便是长长的白色曲线形凉棚，许多
游客正坐在棚下休闲。“那里在应
急状态下，可以成为棚宿区。”刘朝
阳说，棚宿区就是可以供应急避难

居民临时搭帐篷住宿的地方，“前
一阵子片区核酸检测就是在这里
进行的。因为启动了一系列园内应
急机制和应急功能，从着手准备到
开始进行检测只花了1小时。”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成都高新
区芳草街道的高新体育公园。这里
有大片的草坪，视野相对空旷。“你
看到的大面积草坪，在应急状态下
都会成为应急棚宿区”，芳草街道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是成都
市一类应急避难所，可以容纳至少
30000 人应急避难，仅棚宿区面积
就达到了50000平方米。

消防站内的应急避难场所
能体验消防版“密室逃脱”

位于天府新区东林寺北巷的
成都市天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其
实也是一处应急避难场所。

消防大队的门外是东林寺北巷
公园，也叫“天府新区消防文化公
园”。园内以消防为主题，到处是应
急消防的警示标语和创意景观。而
消防大队的院内，则是一处二类应
急避难场所。场地总面积为 15038
平方米，有效避难面积为4222平方
米，能够容纳避难人数2500人。

记者在该消防大队的院内看
到，这里用于承担应急棚宿区功能
的，是消防大队的操场。操场周围

也设置了各类应急标识，如应急医
疗救护、应急供电、应急供水、应急
污水排放、应急垃圾储运等。

而最引人注意的，是大院内的
一处“天府新区消防科普教育基
地”。记者走进基地，两层的展览空
间，第一层是有关不同火灾报警装
置、报警系统和隐患排查等的模拟
演示展出；第二层则是模拟各类逃
生救援的“体验现场”。

比如火灾来了，烈焰滚滚，浓烟
弥漫，该如何正确逃生？再比如八级
地震发生是什么震感？这里都设置
了模拟体验现场。更有趣的是，还设
计了“密室逃脱”，通过层层体验关
卡，方能找到“逃生”大门。

“这里是对外开放的，平时可
以接待市民前来体验。”成都市天
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今年工作计划，成都23个
区（市）县将分别完成1个一类应急
避难场所规划选址工作。目前，大部
分区（市）县已初步选定一类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场址，下一步，成都市应
急局、成都市住建局将全力推动成
都市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建设，不
断提升城市防灾抗灾韧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吕国应

9 月 16 日，经过两个月试运行，蜀道
集团川藏公路馆在四川雅康高速天全服
务区正式开馆亮相。据悉，该馆是我国第
一座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内，比较全面系统
反映川藏公路建设、改造以及川藏高速建
设历程的“两路”精神专题展示馆。目前，
展馆已经被中国公路学会和两路精神工
作室分别认定为“全国公路科普教育基
地”和“两路精神教育基地”。

蜀道集团川藏公路馆作为四川省交
通运输厅川藏公路博物馆“1+5+N”体系
的分馆之一，位于雅康高速天全服务区
内，总布展面积约 800 平方米，设“蜀道
难、蜀道通、蜀道畅、蜀道人”四个篇章，分
为序厅、茶马古道、开天辟地、改天换地、
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经天纬地、尾厅8个
功能展区。

据蜀道集团藏高公司总经理黄兵介
绍，川藏公路馆通过茶马古道背夫、致敬
千锤英雄、张福林班、川藏青藏公路纪念
碑宣誓、二郎山时光隧道等场景布置，讲
述修筑川藏青藏公路的革命故事，展示了
川藏公路艰苦卓绝的建设过程，以及四川
交通人不畏艰险、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
难，创造一个又一个的筑路奇迹。

记者在现场看到，为增加科普性、互
动性、趣味性，蜀道集团川藏公路馆充分
结合雅康高速沿线地方特点，还特别设置
了VR骑行318国道、熊猫翠竹森林网红
打卡区等，供前来参观的人员体验。

蜀道集团川藏公路馆的建成开馆，为
天全服务区打造“交旅文融合川藏第一服
务区”提供了重要保障。据了解，天全服务
区除川藏公路馆外，2020 年通过熊猫主
题、国道318国民公路两大文化场景的营
造，在省内服务区首次引入肯德基、猫屎
咖啡等经营业态。今年 4 月，该服务区被
中国公路学会正式命名为全国首座“熊猫
主题文化服务区”。

“随着川藏公路馆的建成，服务区的
功能属性、商业属性和文化属性得到更好
的融合，必将极大提升服务区品质与温
度，进一步树立满足人们美好出行的新标
准，必将成为雅康高速公路继二郎山隧
道、大渡河大桥后的又一网红打卡地。”黄
兵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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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高线公园
1.62公里空中绿廊

连接城北最美生态组团
一条空中绿道，像丝带一样飘逸洒脱，串联起周边公园、绿道、慢行系统……近日，位

于金牛区茶花片区的高线公园正式亮相。
这条全长1.62公里的空中绿廊，是金牛区公园城市建设的最新实践。它不仅自身造

型别致，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从功能上讲，它更是有机连接城北最有颜值的两大生态
组团——天府艺术公园和新金牛公园。

高线公园有何亮点？它的呈现又将为城市和市民带来什么改变？带着一系列问题，
记者走进项目现场探访。

督 察 进 行 时
自助洗车场雨污混流？

街道办：
责令停业整改并做好后续监督

成都的公园里
竟“藏”了这么多应急避难所

VR骑行318国道、熊猫翠竹森林…

跑雅康高速
顺路去川藏公路馆逛逛

二郎山隧道展示区

整改后的洗车场 整改前的洗车场

俯瞰高线公园 图据“掌上金牛”微信公众号

大源中央公园避难场所指示牌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统一安排部
署，8 月 30 日至 9 月 15 日，党史学习教育
市委宣讲团第十七分团先后走进四川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轨道集团与青工战
线开展宣讲。

市委宣讲团第十七分团成员围绕“实
现一个目标”“创造四个伟大成就”“作出
四个庄严承诺”“坚持九个必须”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等方面，全面、系统、
深刻地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
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要响应伟大号召、弘扬
建党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努力成为堪当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在未来的学习中，我会不断强化理
论武装，锤炼品德修养，不断提升自身素
质。学好专业知识，练就过硬本领，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不负党的期望，未来造福家
乡，回报社会。”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姜薪宇表示。“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专
题宣讲，引导和激励广大轨道青年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坚定理想信
念，为加快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贡献青春力量。”成都轨道集团
团委副书记刘海川说。

记者了解到，共青团成都市委积极
发动各级团组织面向广大团员青年开展
宣讲活动，锦江区、郫都区、大邑县、西南
石油大学、成都产业集团团委等团组织
积极响应，先后开展了新时代新思想青
年宣讲，迅速形成全市青少年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的浓厚氛围。

成都日报记者 李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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