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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客专年底开通西成客专年底开通

成都成都33小时到西安小时到西安
新建的西成客专四川段新建的西成客专四川段，，昨在江油站与成绵乐客运专线接轨昨在江油站与成绵乐客运专线接轨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
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眉山一早
教中心的王雪梅（化名）在教两三岁
的小朋友学唱儿歌。唱罢休息，一位
小朋友天真地问：“老师，小燕子是
什么？我要小燕子。”

“小朋友们，告诉老师，谁看见
过小燕子呀？”面对老师的问题，16
名小朋友一脸懵懂。23岁的王雪梅
自小看着自家屋檐下的燕子，唱着
这首歌长大。对于小朋友不认识燕
子，她有点意外。随后，王雪梅陆续
向家长表示，希望他们周末带孩子

去看看燕子。
小时候常看到燕子的汤样也觉

得看看燕子嘛，好简单的事。3月18
日，他带着妻女开车出门，好半天都
没发现燕子。随后，他来到眉山市湖
滨路，东坡湖上鸟儿不少，但鸟儿飞
得远远的，无法分辨是不是燕子。不
甘心的他又驱车到岷江对面的崇礼
镇，在朋友的农家乐里，还是没找到
一只燕子。

到了3月20日（周一），班上16名
小朋友的家长，有14个都说没有找
到燕子。两个找到燕子的家庭，一家
称是在湖滨路上休息时偶遇，一家

说回到丹棱县老家，才看到燕子。得
到家长们的答案，王雪梅有点失落。
实际上，她也有10多年没有近距离
地看到过燕子了。

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眉
山多个幼儿园，超过六成的小朋友
称没看到过真实的燕子。看到过的
小朋友中，九成以上不明白燕子和
别的鸟儿有啥区别。

小燕子都很难看到了，《小燕
子》这首儿歌却还在传唱。汤样觉
得，虽然是经典，但唱了几十年，难
道就不应该有更适合现在小朋友传
唱的儿歌吗？

没见过真燕子没见过真燕子没见过真燕子 不知手绢用途不知手绢用途不知手绢用途

老儿歌遇到新问题老儿歌遇到新问题
不少从事幼儿教育的人士期盼更多与时代合拍的优秀儿歌出现

“手绢有什么用？”“可以做游戏！”小朋友们争相举手回
答。老师继续问道：“你们知道手绢还有什么用吗？”20多名小
朋友安静下来，没有人再答得上来

“小朋友们，告诉老师，谁看见过小燕子呀？”面对老师的
问题，16名小朋友一脸懵懂。老师希望家长周末带孩子去看看
燕子。16名小朋友的家长，有14个都说没有找到燕子

还将与沪汉蓉客
专相连直达上海、与
成贵及贵广高铁相连
直达广州。向北则将
在西安与郑西客专、
京广客专相连后直达
北京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市委书记唐良智率队调研
成都中心和城市音乐厅项目建设
工作，并召开工作座谈会。他强
调，要坚定不移地抓紧抓好成都
中心和城市音乐厅建设，着力打
造成都面向世界的“第一会客厅”
和“百年艺术殿堂”。

成都中心位于成都地理中心
和轴线交汇的“天府广场-后子
门”区域，将全力打造成都的“历
史文化中心”和“城市第一会客
厅”。唐良智来到项目建设现场，
听取方案编制情况、东华门遗址
公园建设情况汇报。他指出，成都
中心要充分挖掘和展现成都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基
因，系统彰显城市的悠久文脉和
文化特色；要按照经典、简约的原
则，有机推进周边区域的城市更
新，加速构建地下空间系统，将成
都中心建成文化中心、展示和认
知城市历史的城市遗址、市民参
与共享的城市中央公园、集聚商
务商贸金融的中央商务区。

成都城市音乐厅采取“市校共
建”的模式，将着力打造成为现代
艺术的明珠和城市文化新地标，于
今年2月24日正式启动建设。唐良
智来到该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
项目进展情况。调研中，唐良智指
出，城市音乐厅和音乐坊，要加速
形成以“展演研”为核心、以“创教
娱”为辅助的音乐文化产业体系；
要进一步突出公益属性，合理安排
高端商业演出和面向群众的公益
性演出，统筹考虑交通设施等公
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在工作座谈会上，唐良智听
取了我市城乡建设重点项目建设
的情况汇报，对项目建设推进力
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城市实
力靠经济，城市品位靠文化。成都
中心和城市音乐厅是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的奠基项目，是建设西部
文创中心的牵引项目，是滋养市
民精神生活的民生项目，也是我
们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重点
项目。我们必须举全市之力、集全
市之智，抓紧抓好成都中心和城
市音乐厅建设，要坚持世界水准，
着力打造成都面向世界的“第一
会客厅”和“百年艺术殿堂”。

一要秉持一流规划建设理
念。成都中心坚持国际视野、国际
水准，努力以一流标准建设精品

工程，统筹规划建设展览展示、旅
游文化、市民休闲、公共服务等设
施，打造“千年城市中心、历史文
化元点”和世界级的“城市文化
综合体”；城市音乐厅按照“世界
一流，时代之巅”和“回归经典，
返璞归真”的设计理念，倾力打
造成都现代艺术的明珠和城市
文化地标。

二要高水平细化规划设计。
坚持邀请国际一流顶尖团队担
纲规划设计，成都中心进一步优
化完善核心区、商务区功能规
划，细化节点规划和城市设计；
音乐坊片区按照“小街区规制”
理念进行规划设计，增强通透
性、提升人情味。

三要注重发挥综合效益。要
凸显文化效益。成都中心要努力
成为“一站式”认识成都的“文化
门户”，城市音乐厅要注重传统与
现代音乐艺术的有机结合。要兼
具经济效益。成都中心要精心改
造中心商务区，促进业态转型发
展和品质提升，促进有机更新改
造，加快打造国际购物天堂。城市
音乐厅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音乐主
题文化区，打造国际性国家级音
乐生产地、音乐设施设备集散地、
版权交易地和演出聚集地。要强
化社会效益。成都中心要实现面
向全社会的文化教育功能，增强
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自豪感和
参与历史文化保护的自觉性和积
极性。城市音乐厅要充分考虑公
益属性，为市民提供一个欣赏经
典音乐的最高标准艺术殿堂。

唐良智强调，要进一步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工程质量；要
强化组织保障，理顺体制机制，加
强统筹协调、督促考核，做到挂图
作战、按图施工；要强化要素保
障，坚持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入社
会资本力量，有序推进成都中心
和城市音乐厅建设。同时，要进一
步强化舆论保障，瞄准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目
标，坚持报、刊、台、网立体联动，
系统宣传成都中心、城市音乐厅
等重大文化设施、重点项目的建
设情况，提升群众文化认同感和
参与度，争取群众支持。

市委常委、秘书长王波，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廖仁松，副市长
刘守成，市长助理韩春林分别参
加调研和座谈。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昨召开
会议，要求各级检察院因地制宜，
全面开展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
活动监督工作，年底前全面铺开。

将对主城区、城乡接合部、刑
事案件高发等重点地区的派出

所，采取设立派驻公安派出所检察
室或检察官的模式；对办案量少的
小型派出所，定期或不定期巡查；
对于辖区公安派出所办案量小的，
可以探索在区县公安局派驻检察
室。监督重点将是群众反映强烈、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违法动用刑事
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侦
查活动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
非法取证案件，及采取强制措施、
强制性侦查措施可能侵犯犯罪嫌
疑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

唐良智调研成都中心和城市音乐厅建设工作

着力打造成都面向世界的
“第一会客厅”和
“百年艺术殿堂”

监督公安派出所刑侦活动 年底前全面铺开

西成
客专

1 将于今年底正
式开通运营，届时成
都市民乘坐动车组
到达西安最快只需3
个小时，从成都到北
京的旅行时间也将
缩短至8小时左右

北起西安，向南
穿越秦岭后经汉中，
进入四川省广元市，
向南接入既有的成
绵乐铁路客运专线
江油站后，经绵阳、
德阳抵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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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眉山一早教中心教完儿歌《小燕子》
后，一位小朋友天真地问道：“老师，小燕子是什
么？”于是，老师要求周末去看看小燕子。可是，全班
16名小朋友有14名都没找到。乐山市启明星幼稚园
教唱儿歌《丢手绢》，全班20多名小朋友竟无一人知
道手绢可以用来擦汗或擦鼻涕。

有家长认为，这些儿歌固然经典，但唱了几十年，
难道就不应该有更适合现在小朋友传唱的儿歌吗？

乐山家长刘女士，也有汤样类似
的困惑。她说，有一次给儿子唱《我在
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孩子就好奇地
问：“一分钱是什么样的啊？”刘女士愣
了好久才回答：“现在不用了，就相当
于你买零食用的一元钱。”

杨姣对此表示理解，现在“小燕
子”很少飞入寻常百姓家，“手绢”也
几乎被纸巾完全取代。但她认为，这些
经典儿歌不能丢弃。虽然小燕子、手
绢、一分钱等不常见了，但这些具有时
代背景的传统经典儿歌并不“过时”，
幼儿教育强调“情趣”，让孩子明白其
中蕴含的道理和内涵更重要。“穿花衣
的小燕子”传递了春天的朝气蓬勃，

“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蕴
含了拾金不昧的精神不能丢，还有“粉
刷匠”的努力劳动精神，“丢手绢”里充
满了童真童趣，“这些传统儿歌历久
弥新，传递的‘精神力量’更重要。”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
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3月
29日下午，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在乐
山市启明星幼稚园里响起。儿歌唱毕，
该园大一班班主任杨果又带着小朋友
们玩丢手绢的游戏。游戏结束后，杨
果拿出手绢和小毛巾提问：“大家知
道毛巾和手绢都是做什么用的吗？”

“手绢可以做游戏！”小朋友们
争相举手回答。杨果继续问道：“你

们知道手绢还有什么用吗？”20多名小
朋友安静下来，没有人再答得上来。“其
实呢，手绢原来是用来擦汗或擦鼻涕
的。”杨果说，“只不过现在手绢越来
越少了，慢慢被卫生纸巾取代了。”

“记得我们上幼儿园时，每个小
朋友胸前都用别针别着手绢，方便老
师给小朋友随时擦汗、擦鼻涕。做游
戏时，还被拿出来当道具。”杨果说，
如今这一“贴身之物”已渐行渐远了。

随着卫生纸巾的普及，现在的中
国人真把手绢“丢”了。“纸巾方便、省
事，但造成的浪费、二次污染也不可
小视。”原来，这是杨果在给孩子们上
环保课。“虽然手绢不常见了，但是我
们应该‘捡’回来。”启明星幼稚园园
长杨姣表示，环保要从小事做起，从
娃娃抓起，将向家长发出环保倡议，
呼吁重拾丢弃的手绢，少用纸巾，

“其他一次性用品也要少用”。

““小燕子小燕子，，穿花衣穿花衣，，从来不到我这里从来不到我这里””

““丢丢，，丢丢，，丢手绢丢手绢，，现在应该现在应该‘‘捡捡’’回来回来””

四川将围绕10大旅游目的
地，打造“交通+旅游”融合发展
示范试点建设项目。省交通运
输厅近日透露，正在制定《四川
省“交通+旅游”融合发展专项
行动计划（2017-2020年）》，两
个示范工程将在今年全面启动
建设，并率先在普通公路上试点
建设服务区。

四川“交通+旅游”融合发展
示范试点建设项目位于省内十大
旅游目的地，包括大成都国际都
市休闲旅游目的地、大峨眉国际
度假旅游目的地、大嘉陵江流域
文化休闲体验旅游目的地、大秦
巴山冬滑雪·夏避暑度假旅游目
的地、大川南长江流域度假旅游
目的地、大九寨世界遗产旅游目
的地、大攀西阳光度假旅游目的
地、大香格里拉-环贡嘎世界高
山生态旅游目的地等。

到2020年，四川将基本建立
起“结构合理、功能完善、无缝对
接、安全高效”的旅游交通运输体
系。配套设施服务将更优质。全省
高速公路服务区旅游厕所标准化
和重点旅游线路的旅游厕所全覆
盖。探索在公路沿线增设观景台、
汽车露营站、旅游服务站等特色
设施，引导发展“落地自驾、异地
还车”自驾车租赁网络。

还会引导自驾车房车旅游、
水上交通旅游、特色铁路旅游，并
支持低空旅游线路开发。

作为四川“交通+旅游”融合
发展措施之一，普通公路也将建
服务区。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四川首批确定了
18个市州试点，涉及G318、G248、
G244、S106等13条国省干道。但
不是所有路都有条件建服务区。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四川普通公路将试点建服务区

手绢有啥用 娃娃只知做游戏

周末找燕子 超过八成没看见

幼稚园
园长 经典儿歌

不“过时”

有关人士认为，当代童谣已呈现
日渐式微的态势，脱离生活、没有童
趣、太注重教化功能，与童谣创作者长
期形成的僵化思维定式有直接关系。

杨姣等从事幼儿教育的人士认为，
现在适合小朋友传唱的儿歌、童谣不是
特别多。因为现在的一些儿歌打动不了
人，好的童谣、儿歌越来越少，只能传唱
以前的，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创作好的儿
歌、童谣，或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进
行大胆再创作，赋予老歌新生命。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顾爱刚

幼教人
呼吁

应鼓励创作
优秀儿歌

新华社华盛顿3月29日电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附近29日
上午突闻枪声。警方说，一名嫌疑
人试图驾车冲撞国会山众议院大
楼外的警车，警方在追捕时开枪，
嫌疑人现已被捕。

事发于当地时间上午9时30
分左右，该嫌疑人在试图撞击众
议院外警车和路面警察后，弃车
逃跑，大批警察出动追捕，大约一
刻钟后抓获嫌疑人。

警方没有透露嫌疑人性别，
但当地媒体拍摄的照片显示，事
发地区有一名女子被押上警车。
现场一辆警车后窗玻璃被撞碎。
没有人在事件中受伤。

警方发言人在随后举行的现
场记者会上说：“这起事件看上去
属于刑事犯罪性质，与恐怖主义
无关。”

事发后，国会山、周边道路和
附近的美国植物园都暂时关闭。

华盛顿国会山附近一嫌疑人驾车袭警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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