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郊乡村里的千元民宿
成都绿道体系背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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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

从竹林到绿道林盘绿水青山

生命力旺盛的绿色生命力旺盛的绿色，，通过血管一样的绿道流入全城通过血管一样的绿道流入全城，，
流向村落流向村落，，将当地文化激活将当地文化激活，，让村庄产业脉动让村庄产业脉动

唤醒文化后，与其相关的产业也
在绿道体系中顺理成章地生根发芽了。
标价千元的竹里乡村度假酒店，与大自
然相亲，在设计中融入竹编文化，开业2
个月以来，酒店以周末入住率超70%的
业绩，与比邻的竹里餐厅一起成为竹艺
村亮眼的第三产业代表。上周末，从重
庆来的张先生带着妻儿自驾来到竹艺
村，“听成都朋友说这个村子修得漂亮，
我就想来看看，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的吃
住，这次时间紧，下次再来。”

竹艺村的第三产业不只是酒店，
冯玮煮茶做菜的遵生小院和马嘶的
三径书院，还有来去酒馆、青旅无间
……今年3月开村以来，张珂瑶长时

间在游客服务中心，而她拿出的导览
手册已经又是一个新版本了，标识从
几处增加至25处，其中大半都是和旅
游相关的第三产业。“竹艺村二期计
划今年年底开村，还有一些新村民会
来，现在只剩一席空位了。”

而新业态不只有新村民带来的。
导览手册中，还有陈嬢嬢竹编、郭嬢
嬢染坊、王爷爷竹编几个“乡味十足”
的点位。张珂瑶告诉记者，这是老村
民从几个月的村庄改变过程中习得
的，他们提高着审美、学习在熟悉的
传统务农中加上文化的附加值，从而
开启了第三产业的大门。“村里现在
游客挺多的，他们生意都不错。”

以竹艺村为缩影，绿道打造的
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业态布局，
正在激活绿道沿线乡村产业永续发
展的动能。沿线有乡村的锦城绿道
与锦江绿道，都已相继制定了产业
规划方案，稻田餐厅、田园运动场、
垂钓鱼塘、田园SPA等众多新鲜业
态都在方案里。

绿道与乡村的林盘院落相结
合，可以预想成都今后还将有多条
乡村2日游线路。同时可以预见的是，
因为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绿色，绿道两
头的城市与乡村能更顺畅地互通有
无，成都乡村的产业将加速脉搏的跳
动，进一步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次去竹艺
村，和刚开村相比，
着实热闹了不少。
来过周末的游客除
了成都城里来的，
还有从重庆驱车前
来的。

最 为 打 动 人
的，是村口原村民
的院子打开了紧闭
的院门。83 岁的杨
爷爷做了一个竹架
子摆在院门口，上
面铺着靛蓝色的土
布，土布上摆着自
己的竹编，篾条切
得均匀规整，杨爷
爷坐在一旁的竹椅
上抽叶子烟，特文
艺。他说，他一度以
为这门手艺就要在
这辈失传了，结果
村子整得现在这么
漂亮、这么热闹，路
修好了，竹编也有
年轻人学了。正好
有游客光顾，但对
方没带现金，杨爷
爷掏出衣服口袋里
的二维码牌，“微信
也可以”。

建设世界最长
的绿道体系，是成
都对生态的敬重与
追逐，也是成都在
探索城市发展路径
时 的“ 敢 为 人
先”——从都市楼
宇间奢侈地拓出绿
色，此为成都的魄
力；以文化为魂，与
乡村相连，塑造出
各式各样的生活场
景和消费场景，此
为成都的活力；城
里人和村里人互通
有无，城市与乡村，
最终找到了这样一
条新潮而有力的高
质量发展路径，让
人不得不惊叹于成
都大胆的锐气。

竹 艺 村 的 热
闹，杨爷爷的竹编，
都是竖在这条路上
的小小里程碑了，
同时也让人相信，
成都探索出的这条
城市发展路径，将
成为新时代里独特
的成都印记。

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景
观院院长高静：

“ 这 是 一 个 巨 大 的‘ 惠
民’工程，它在城市中心再现
田园、森林、公园、湖泊，这个
绿色的生态系统将为我们子
孙后代留下永久性的巨型绿
色空间。”

“绿道建设带来的影响是
多方面的、是立体的。通过绿
道，将成都散状的斑块型的水、
湿地、湖泊、林地串联，将宏观
和微观勾连，城市和农村联通，
将改变城市的公共空间，改变
城市形态。”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
院长汪小琦：

“成都天府绿道的不同之
处是，覆盖全市所有区（市）县，
将农村地区好的生态要素引入
城市，同时又将城市要素导入
农村，推动整个成都的发展。绿
道建设能体现出发展新理念，
它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发展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名片。”

“通过绿道系统，能够打破
原来的屏障，打破圈层式的结
构，实现经济、物流等各要素的
流动。绿道系统对城市的空间
结构来说，远不止是一条路，它
通过特色镇、园区等带动农村
和城市的整体发展，推动城市
新经济的发展。”

成都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王磊：

“串联了成都的文化旅游、
国际交往以及科技创新这三大
产业带，将代表成都特色的天
府文化与绿道构建的人文景观
进行有机结合，提升了城市的
品牌价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受访者供图

留下永久性巨型绿
色空间，这个“庞大”的绿
道系统有什么意义？将给
成都带来什么影响？又将
如何影响成都人的生活？

记者
手记

冷翠千竿玉，浮岚万幅屏。凭
栏避微雨，挈笠遇归僧。

残月明楼角，屯云拥塔层。溪
山属闲客，随意倚枯藤。

800多年前，时任蜀州（今崇
州）通判的陆游，造访道明白塔禅
院时，写下了这首《白塔院》。诗里
的千竿玉，指的是崇州道明镇葱
茏的竹林。

如今，道明的竹林还在，最近，
“溪山属闲客，随意倚枯藤”也从诗
句变成了现实生活。与村庄农田对
望的竹里乡村度假酒店已于今年
9月开始营业，即使标价千元，也
会在周末挂上满房的标识。

酒店位于道明镇竹艺村。对，
就是现在很火的那个“网红村
落”，从成都市中心驱车前往需要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算得上是成
都远郊了。而在今年3月前，竹艺
村还未能在地图上被找到。

从无到有，从默默无名到网
红村落，从传统务农到第三产业，
书写竹艺村命运的，是成都决定
打造川西林盘以及1.7万公里的
天府绿道，形成全世界最长的绿
道体系。

生命力旺盛的绿色，通过血
管一样的绿道流入全城，流向村
落，将当地文化激活，让村庄产业
脉动。这样新潮而有力的城市发
展方式，正是成都面向新时代迸
发出的活力、魄力与大胆的锐气。

推动城市新经济发展
提升城市品牌价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都
人对绿色的记忆、依赖和向往更是
毋庸置疑的，脑海里甚至有一种条
件反射——当看到了成片竹林，就
感觉能找到人家。

竹艺村文化顾问张珂瑶认为，
人们对绿色乡野的向往，是竹里乡
村度假酒店业绩喜人以及竹艺村
走红的原因之一。酒店位于“网红
建筑”竹里后方的半山腰上，沿东
西向长条布局与村庄的良田美景
对望，北面相对的则是墨绿色的无
根山。八个独立单层客房落于林中
场地，被葱茏的竹林环绕。酒店建
筑设计与8字型的竹里出自同一团
队，客房的双曲面屋顶由圆形平面

拓扑而成。与竹里一样，每间客房
的平面两圆形中间都形成了一个
独立户外院落，院落里精心设计的
景色透过客房的落地玻璃窗映入
眼帘，进一步填充了人与自然之间
的距离。

绿色，不仅是酒店的色调，也
是接受了川西林盘保护修复整治
与绿道修建的竹艺村的色调。

在天府之国的广袤土地上，川
西林盘星罗棋布，本如同一块块

“绿色翡翠”，但随着乡村的不平衡
发展，林盘的风貌遭到破坏。成都
将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工程和天府
绿道体系列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
程，按照“整田、护林、理水、改院”

和“可进入、可参与、景观化、景区
化”的建设原则，让“翡翠”重新规
整，绿道则像一条锦带，将这些“翡
翠”与城市串连起来，形成世界最
长的绿道体系。

绿道体系的建设是竹艺村从
无到有的第一步，几个村相交的杂
田，经过田野梳理、林木护理、绿道
修建、基础设施完善后，变成一方
精致的川西林盘，成为最先亮起光
的“翡翠”之一。而成都在2022年底
前，还要保护修复 1000 个川西林
盘，构建起天府绿道“一轴两山三
环七道”的主体骨架绿网。建设全
世界最长的绿道体系，以此回应市
民对绿水青山的向往。

而这些绿色流向村落的时候，
就像给当地的文化注入了催化剂。
低头沉睡的文化，以肉眼可见的速
度重新焕发出活力。道明的竹编就
是例子。近年来随着年轻人前赴后
继地赶往城市，道明的竹编文化渐
渐低头沉睡，直到川西林盘和绿道
工程来敲门。

改院，是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工
程的重要组成。国学爱好者冯玮和
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马嘶是竹艺村
的新村民，一人开煮茶做菜的小院，
一人开书院迎鸿儒谈笑。他们的共
同点是，院落都依照川西民居原本
古朴的样子做了还原改造，敲掉了

不能“呼吸”的白瓷砖墙面，露出原
本的青砖，屋顶码起黛瓦，院里摆几
只竹编的座椅，村子里新建的竹里
和酒店也是一样。

为了进一步激活竹编文化，竹
艺村里还开设了一间竹编博物馆，
集博物展示、竹编产品售卖、竹编
手工互动体验为一体，传递竹编的
魅力与温度。

这些新与旧通过乡村绿道的串
联而显得融合统一，竹编文化的美
学也得以在竹艺村体现到极致。融
入天府文化，有效传承体现成都城
市气质的生活美学，本身也是成都
建设绿道的初衷与目的。

不仅是竹艺村，明月村的窑文
化、战旗村的酱文化随着林盘打造
名扬全国；锦江绿道用伏龙开源、
古蜀乡愁、千年画卷、创意天府、绿
色郊野五大文化主题段对现状360
处文化资源进行筛选提升，建立锦
江文化展示体系，构建天府文化长
廊；锦城绿道正打造蜀仙胜境园、
茶马古道园、蚕丛鱼桑园、林泽杜
鹃园等数十个特色园，重现《蜀川
胜概图》……构成成都绿色线与面
的绿道和林盘，承载着文化振兴的
功能，渐渐长成一张文化名片，将
成都和其厚重的天府文化一并推
向了未来。

从竹编到天府文化文化激活

从酒店到农商文旅体产业脉动

酒店位于“网红建筑”竹里后方的半山腰上

透过客房落地窗能看见户外院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