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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开放式公园商业街区
铁像寺水街二期基本完工

预计年底开街 首批次商业8月底亮相

据成都高投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铁像寺水街二期项目招商运营团队
负责人刘人源透露，二期品牌招商更
侧重年轻消费客群和家庭消费客群，
招引全国首店、西南首店、成都首店，
增加零售及娱乐业态占比，开启全天
候全时段经济圈及闭环式消费场景。

据了解，目前铁像寺水街二期
（首批次商业）招商以2号楼和7号楼
为重点，以轻咖烘焙、策展零售、格调
餐饮、文创集合等为主。截至目前，黑
珍珠二钻餐厅和首版成都米其林入
选餐厅品牌银芭、LLets Taipei 创新
概念店西南首店、大师咖啡品牌S.O.
E Coffee西南首店、复合式设计师买
手旗舰店Soul Foroom西南首店、西
南 首 家 添 加 利 花 园 形 象 店 Talk

Flower Bar 等知名品牌均已签约入
驻铁像寺水街二期。刘人源表示，未
来，更多优质品牌如米其林、黑珍珠
餐厅、潮流买手店等，将在铁像寺水
街二期一一呈现。

从经济带动作用来看，刘人源提
及，截至2022年5月底，铁像寺水街
一期整体出租率95%，带动了区域商
业活跃度，入驻商家解决就业人数合
计 368 人。二期正式开放后，水街一
期和二期将形成一体化街区。未来以
铁像寺水街为中心，将带动汇锦步行
街和峰度天下步行街提档升级，共同
形成区域餐饮娱乐商圈，构建大铁像
寺水街商圈生态体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
萍 实习生 张业欣 摄影报道

与一期不同的是，二期还打造
了一条与肖家河南北连通的、长约
500米的自然式水体作为主水系，南
北两地各设置一处水地作为景观核
心，串联起街巷院落、小桥戏台、古
塔水岸，同时在主要街道及广场空
间设置人工水体作为观景点缀，水
生态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

人工湖泊打造的水系之间，还
打造了6座桥梁，均以成都古桥梁名
命名，分别为玉带、同善、永平、禅
尼、余庆、一心。6 座桥梁均施工完
毕，形状皆为“如意形”，均由一整块

花岗石打造。
步入铁像寺水街二期，入眼便

是小桥流水、亭台楼榭遍布。另一
边是四川传统民居小青瓦的木结构
仿古建筑，木质屋梁门楹窗格；一
边是中式建筑元素和现代建筑手法
的风格布局，灰檐白墙素淡恬静。一
砖一瓦一古塔，一街一景一牌坊，都
保留着成都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

市民来这里，不仅可以逛街，还
可以休闲。为此，水街二期选择了上
百种适宜本地生长的花乔灌植物，
也打造了一些在地文化特色景观。

18 日上午，细雨微凉中，记者
从成都高新区盛邦街的廻澜塔进入
铁像寺水街，走过铁像寺水街一期
的进士坊，便步入宽敞的俊乂街。俊
乂街也是整个水街项目的中轴线，
贯穿了一期、二期始终。

对成都人来说，进士坊是一个
网红打卡地般的存在。而在水街二
期，俊乂街东侧，亦伫立着一个牌
坊，名曰“举人坊”。从空间格局来
看，两座牌坊在空间上遥相呼应，俊
乂街又将其连接贯通起来。

据介绍，举人坊的原型位于老
成都皇城坝贡院附近（位于今天府
广场北端和省科技馆一带）。当时
的贡院是全川学子参加乡试，考取
举人的地方。而进士坊的原型位于
泸州尧坝古镇，建于清嘉庆十五
年。之所以两座牌坊的原型一出自
老成都，一出自泸州尧坝古镇，也
暗合了古时“乡试、会试、殿试”的
科举制度。

东西牌坊遥相呼应，寓意思天
下英才之心古今共通。

水生态面积约4000多平方米
以水为媒打造开放式公园商业街区

构建商圈生态体系
这些首店即将开门迎客

东西牌坊遥相呼应
俊乂街讲述古今聚英才之“成”

或许很多人都不曾想过，
彭于晏会被全网的“丈母娘”集
体嫌弃。

这大概是近期社交媒体上
最火的“热梗”之一。当各地女
孩拿着彭于晏隔离期间不修边
幅的照片，发给父母说是“相亲
对象”时，几乎得到了父母的一
致评价——“头发乱糟糟”“年
龄有点大”，最终，“彭于晏”被
无情地Pass掉。

当玩乐的试探遇上认真的
审视，当光鲜的明星被父母嫌
弃，其间强大的落差感，自然笑
点十足。更有一些人特意制造

“反转”场面，最后放出彭于晏
的帅照，让父母迅速“变脸”，想
想也是一出难得的“好戏”。

这一行为之所以能有大众
基础，或许源于年轻人们被父
母催婚催得太急，于是无奈搬
出明星照片，以图搪塞过去，久
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当
然，这一次彭于晏被“丈母娘”
集体嫌弃，之所以能成为热梗，
主要是因为他给了大家一个机
会。毕竟，我们很少在现实生活
中看到明星邋遢的样子。

正因为彭于晏是“得不到
的人”，所以大家才能放心大胆
地调侃。父母同意不同意根本
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在父母
的反应中开怀一笑，这就是社

交媒体催生的“快乐”。
笑点的生成，还因代际差

异。当代社会，父母与孩子就像
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的人，他
们生活不在一处，喜好也不一
样，流行更是不同，所以当孩子
们在社交媒体发出诸如“我笑
不活了”“在工地搬砖”“深夜放
毒”时，常常会被父母“上纲上
线”地教训一番。但他们又不断
产生联结，尤其在成年子女的
婚恋问题上。所以，小家庭常常
召开网络会议，通过孩子的描
述，对着一张张照片品头评足。

“彭于晏”的热梗，不过是
复刻了当代家庭中最常见的一
幕，且只是最开始的那一幕。真
正的现实，还有一些后续。无论
如何，不修边幅的“彭于晏”会
被“嫌弃”，这也提醒了即将进
入父母审视关的年轻人们，第
一印象有多重要。而对于父母
们来说，对一个人的评判，不能
仅凭外貌，不然就可能错失一
个真正的“彭于晏”女婿了。

虚构的热梗往往对应严肃
的现实。摆在中国超 2 亿单身
者的数据面前的，是越来越多
年轻人的婚恋困境。而网上各
种征婚信息，又透露出了一种
理想与现实的无奈。或许，“彭
于晏”的热梗能让一些人开始
有一些“冷思考”：连“彭于晏”
都能被嫌弃，“我”还有什么好
怕的？谈恋爱还有什么好怕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
员 黄静

连彭于晏都被“丈母娘”嫌弃
谈恋爱还有什么好怕的

参与人数已超8万人，提
出的意见条数超过30万条，
远远高于同期公开征集意见
的另外两部法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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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一位退学硕士
研究生以长达123页的材料实
名举报时任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教授张裕卿学术不端，这事终
于等来了后续进展。

5 月 13 日，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官网公布了 2022
年查处的科研不端案件处理决
定（第一批次），认定张裕卿等
发表的论文存在署名不实、图
片重复使用、数据造假等问题，
决定撤销张裕卿的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追回相关已拨资
金，取消其申请资格5年。

其实，相对学术造假、撤销
基金项目等处理，公众更关心
的是“论文存在署名不实”问题
——当初，举报信的内容直指，
张裕卿利用自身学术职权，多
次窃取自己学生的研究成果，
给自己和女儿作论文署名。媒
体注意到，张裕卿参与发表的
7篇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认定为“存在署名不实问题”
的论文，署名栏均出现了其女
儿的名字。今年以来，张裕卿团
队发表的2篇论文已被相关期
刊撤回。

据此前举报，张裕卿女儿
作为第一作者的 3 篇英文论
文，均来自张裕卿所带硕士生
的毕业论文，重合部分大于
90%。公开资料显示，张裕卿女

儿从本科的河北工业大学，到
天津大学读研，再到澳大利亚
留学，算得上一路开挂走向人
生高光。那么，她被质疑通过窃
取的学术成果而获得学位、升
学资格等问题，是否属实，如何
处理？

事实上，这种造假问题并不
唯一，小圈子私相授受、窃取学
术公器并不鲜见。此前，昆明市
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居然做出硕
博水平研究——《C10orf67在结
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功能与机
制研究》，而且获得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结果被曝
光出其父是中科院昆明动物研
究所的研究员。东窗事发之后，
相应的奖项被撤销。

当下升学考核越来越多元
化，一些学术成果成为升学的
敲门砖，这就让某些学术圈里
的“大佬”动了歪心思，不惜利
用学术职权，霸占其所带学生
的学术成果。其实，这类造假的
问题，不能混同于普通的学术
不端问题，其本质是小圈子的
自我复制，最终小圈子会霸占
学术资源、窃取学术地位，其社
会危害极其严重。

回到张裕卿被举报事件，
论文可以撤回，学术荣誉可以
撤销，资金可以收回，但是那些
学子被耽搁的人生能重启吗？
对于张裕卿女儿是否利用假论
文的问题，相关方也应该给出
处理结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评论员 克鲜

导师“署名不实”被处理
学生被耽搁的人生能重启吗？

不同于普通的学术
不端问题，其本质是小
圈子的自我复制

成都航空执飞首航
达州金垭机场正式通航

可能很多人没有料想到，
一部法律修订会引来如此多的
关注。今年4月18日，妇女权益
保障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进行二次审议后，进入为期一
个月的征求社会公众意见阶
段。截至目前，参与人数已超8
万人，提出的意见条数超过30
万条，远远高于同期公开征集
意见的另外两部法律草案。按
照安排，意见征求于5月19日
截止。

其实，出现这种“热捧”的
情形并不奇怪。在中国素来有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女
性在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如何加强这个特定群体的权
益保障，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

日益迫切。
事实上，在妇女权益保障

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重点涉
及的就业性别歧视、职场和校
园性骚扰等问题，无不是公众
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明
确对拐卖妇女等侵权行为强制
报告和排查，禁止因婚育限制
女职工晋职晋级，住宿经营者
安全保障义务和违法报告制度
等“刚性”内容，也都敲打在人
们的心头，让大家对酝酿中的
修订草案有了更多想法。

同样，在妇女权益保障法
修订过程中，吸引更多公众提
出意见建议，不仅将增强立法
的民主色彩，更有利于将热点
关切内容融入立法之中，成为
保障妇女权益的现实法律条
款，打造一部更高质量的国家
法律。

一个社会对待妇女的态
度、保障的力度，直接体现文明
的程度。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社会公众的广
泛参与，指向一部更契合民心、
更符合人本的良善之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评论员 阳晨

征求意见截止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为何受“热捧”

5 月 19 日，记者从金垭机场获
悉，达州金垭机场昨日正式通航，首
飞航线由成都航空公司执行，航线
从成都双流至达州金垭。达州金垭
机场正式通航后，原来的河市机场
同步关闭，现有航线同步平移至金
垭机场。

从5月19日起，由国航、东航、南
航、川航、多彩贵州、华夏航空等6家
航空公司执飞的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西安、长沙、南宁、贵阳、海口、
泉州、扬州、珠海、成都、郑州等14条
航线全部在金垭机场起降。

据介绍，达州金垭机场位于达
州高新区，占地总面积2940亩，金垭
机场航站楼大气美观，形如雄鹰振
翅，设计创意源自传说中的“巴国神
鸟”，体现了达州巴文化元素。机场
总投资约为26.62亿元，跑道长2600
米、宽45米，设置站坪机位16个，航
站楼使用面积达3.16万平方米，设置
值机柜台18个、安检通道13条、行李
提取转盘 3 个，登机廊桥 8 座，远机
位登机口3个。金垭机场工作人员介
绍，机场航站楼面积在川东北地区

是最大的，登机廊桥数量是川东北
地区最多的。

据了解，此次达州金垭机场顺
利通航，必将促进达州加快融入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加速推进万达
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形成以达
州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多通道综合交
通运输格局。

记者从达州市公安局机场分局
获悉，在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4 月，
达州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圆满完成机
场“校飞”、“试飞”等安保任务。此次
通航前，达州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与
相关单位联合开展了净空安全宣
传、机场周边隐患排查以及应急处
突综合演练。

同时，记者还了解到，为确保机
场净空安全，4月7日，达州市公安局
发出通告。通告内容显示达州金垭
机场净空保护范围为：金垭机场净
空保护区是以机场跑道两端各20公
里、跑道中心线两侧各 10 公里组成
的矩形区域”。范围涉及：达州市通
川区6个街道（乡镇）、达州市达川区
8个街道（乡镇）、达州市高新区5个

街道（乡镇），共计19个街道（乡镇）。
同时，记者还从达州市公交交

通有限公司获悉，为配合做好地面
交通机场专线运行保障工作，达州

市公交公司将安排机场专线 1 号线
和2号线各1台大巴车辆接送乘客，
运行票价为单程10元/人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上个月，由双流机场起飞的国航西南分公司空客A320飞机在金垭机场
新跑道平稳降落（资料图）

虚构的热梗往往对
应严肃的现实

在成都，一个全新的开放式公园商业街区即将和市民见面。
记者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获悉，经过两年多建设，铁像寺水

街二期已基本完工，目前正进行收尾工作，预计首批次商业将于
今年8月底与市民见面，今年年底正式开街。

铁像寺水街二期位于成都高新区剑南大道侧盛安街，紧邻铁
像寺一期东侧，用地面积约81亩，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是
瞪羚谷未来公园社区的重点配套项目，也是铁像文旅环中最重要
的一环。二期正式开放后，将与水街一期组成总面积160余亩，将
蜀风雅韵、风情餐饮、文创艺术、运动潮流、休闲娱乐融合为一体
的开放式的公园城市公共空间。

与铁像寺水街一期相比，铁像寺水街二期将有哪些经典建筑
景观？又将如何带动区域提档升级？

由整块花岗石打造的“如意形”景观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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