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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毗河·木龙湾绿道”的起点——石门广场进入绿

道内，碧油油的草地间，红色的步行道、骑行道蜿蜒向前
延伸，道路上蓝黄绿三色的线条配合着“天府绿道”几个
大字，极富动感。全长4公里的毗河·木龙湾绿道按照郊
野型公园风格进行打造，设计非常巧妙，不仅驿站，篮球
场、羽毛球场等健身设施，缤果盒子等商业设置，卫生间
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更有“竹福之林”、“红墙”等诸多
富有参与性的文化点位。“竹福之林”是一片近60平方米
的立体互动竹艺装置，走进其中，摇动立在地面的竹竿，
就能听到竹子的“歌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友莉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盘古玉石特色园占地77公顷，建设了一级
绿道1.5公里，二级绿道3公里。

《蜀川胜概图》记载，传说中盘古死后，他的呼吸变成
风云，肌肉化成土地，骨髓变成玉石。盘古祠就位于成都
东郊大面一带。作为锦城绿道首开段玉石湿地的一部分，
盘古玉石特色园正是结合盘古文化设计。

白色水鸟掠过，董先生站在静思岛一隅静静垂钓，他
与同行的钟先生都是大面铺人，专门开车前来。“以前这里
都是田地”，玉石湿地为他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地方，下午
闲来无事，便相约一起，呼吸新鲜空气，打发时光。

绿地上，低矮的是无花果，可以当年栽植当年结果；较
修长的是果石榴，结果型的经济作物……想来未来湿地
之上，必是花果飘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盘古文化
打造川西特色田园之景

位于龙泉驿区贾家桥村

郊野公园
“竹福之林”里
听竹子的“歌声”

位于金牛区，从万石路到汇通路
毗河·
木龙湾
绿道

玉石
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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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日，《成都市天府
绿道规划建设方案》正式对外公
布——1.69万公里的天府绿道体
系，如同一只绿色的蝴蝶，静静地
匍匐在一张成都的城市地图上。

时隔一年有余，定睛一看，
“蝴蝶”的星星点点绿色，已经从
纸上落到了城市和乡村，浸润了
这张成都地图。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了解到，截至2018年底，
成都全市已累计建成天府绿道
2607公里，其中2018年新建各级
绿道1914公里。

与此同时，“蝴蝶”也渐渐开
始扇动它的翅膀，从“生态”中腾
起，乘着“人气”与“产业”的风，带
着城市向上而升。

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分为几路，赴城市的多个区域，
探查了十余个建成的绿道，绘制成
这张被绿意浸染的成都地图，以向
你展示这些新鲜的生活场景。

绿意浸染 毗河绿道总长约10公里，是成都市天府绿道“一轴两山
三环七带”中的一带，也是新都区香城绿道体系的核心轴。
而按照以绿道体系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即保持生态本底，
又植入商业元素。在绿道沿线，新都区增置“无人售卖机”、

“共享单车智慧停放点”、“智慧健身馆”等新业态。并且依托
四川音乐学院，深挖音乐文创资源，定期举办音乐沙龙，免
费提供实训、创作表演平台，讲好香城故事，彰显天府文化。

在毗河绿道的沿线，一大批“集装箱”不仅是景点，也是
绿道的商业配套。香投集团在毗河绿道沿线配建7个集装
箱，每个集装箱300平米，集装箱被改造成了咖啡馆、智慧健
身馆等。此外，毗河绿道·音乐文创公园是毗河绿道的“点睛”
之段，以音乐文创为主题，打造一条滨河绿道、智慧绿道、时
尚绿道等复合型多功能生态廊道，建设智慧书屋、活力运动
天地、智慧驿站等配套设施，搭建“毗河艺人”表演舞台，植入
音乐艺术元素和音乐符号景观，实现音乐与绿道的完美演
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文创点睛
“集装箱”变咖啡馆

位于新都区新都镇

毗河
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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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村绿道旁，尖尖的竹叶被露珠压弯
了腰，枯枝撑着绿叶，让迎面而来的寒风一无
所获……栈道延伸过去，又是一段青石路，即
便在是寒冬，也抵挡不住人们奔跑的热情。

“前面有一家很好吃的馆子，我们上次吃过，
巴适得很。”一个市民这样鼓励同伴跟上他的
步伐。不远处还有蘑菇屋，听潺潺的水声，静
下心来，你甚至会忘了被寒风刮红的鼻子。移
步换景，黄的、红的、绿的彩石镶嵌在绿道上，
让人瞬间兴奋起来。

据介绍，温江区坚持把绿道建设作为落

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把绿道建设成
为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经济带，为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增添新动能、注入新动力。北
林绿道-生态旅游环线绿道位于温
江区成温邛高速以北区域，总长约
65 公里（主线和支线）。绿道规划设
计因地制宜、顺势而为，不破坏现有
建筑和景观肌理，按照天府绿道、国
际马拉松赛道和国际自行车赛道标
准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勇

绿道经济
慢跑骑行 体验国际赛道

位于鲁家滩湿地公园内

武侯区水岸绿道联网工程示范段位于江岸
河畔，起于永康路，止于金岛度假村，全长2.1公
里。项目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发
展理念，将“绿道畅行”、“海绵典范”、“系统建
设”、“智慧管理”的四大设计亮点，与整体项目
理念完美融合。去年8月，该示范段启动建设，
在示范段设计主要分为了百色园和花影潭两大
节点，包含新建骑行道约 2.1 公里，改造河堤

2080米，埋设截污干管1.9公里，
绿化约10万平米，目前已基本打
造完成。

记者在武侯区水岸绿道联网工程示范段看
到，依据江安河地形地势，因地制宜、由高至低
分布有三条步道，分别为骑行步道、休闲步道和
亲水步道。路面两旁，则栽种了樱花树、芙蓉树、
桂花树等，而武侯标志、银杏叶造型等武侯元素
成为了绿道上别致的风景。沿着石阶一直向下，
便来到位置最低的亲水步道，石头垒砌的河堤
造型、竹板铺装的步道和开阔的景观平台亲水
造型，让人心旷神怡。据介绍，示范段在打造中
采取了改建与保留并存的做法。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河岸都要打造成亲水型景观，确保市民
能够走下去。

武侯红、民国青、生态绿和现代灰元素，在
项目绿道、河岸以及休闲区域全面呈现。宜居水
岸整体工程全部完工后会免费向市民开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顺着锦江而下，到了新会展中心背后，就是占地约
36公顷的江滩公园了。江滩公园作为锦江绿道“创意天
府”段的重要节点，前几个月进行了提升改造。重新亮
相的江滩公园，绿道体系和配套设施都得以进一步完
善，并随处充分散发出“时尚优雅”的气质。园区内，全
川最大的沙滩搭档无边界游泳池，“王者荣耀”主题随
处可见，西部最大的碗池滑板运动场还未正式竣工就
收到专业滑板团队的预约，钢琴步道、皮划艇、极速单
车等新鲜的玩意儿也都在江滩公园里汇聚一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王勤

湖水清澈，倒映着高楼与林木，充电设施
一应俱全，无人超市生活方便……这里是高
新绿道月牙湖及吉泰路段，昨日，记者获悉，
全段基础建设已全面竣工，儿童活动设施、体
育设施、无人超市、无人售卖亭等已实施，无
线网及充电装置将在基础建设竣工后逐步实
施。很快，又一条绿道将与市民见面。

据介绍，高新绿道月牙湖及吉泰路段北
起天府一街，南至天府五街，全长2.7公里，面
积 12.8 公顷，项目分为月牙湖与吉泰路两部
分。月牙湖以“缤纷浪漫的休闲活力水岸，现
代时尚的都市商业外廊”为设计主题，在吉泰
路段，绿色基底上植入文化、艺术、体育等趣
味空间提升活力，并且设置无人售卖超市等
便民设施。高新绿道月牙湖及吉泰路段还吸
取了伦敦 legible london 城市导视系统的经
验，为市民提供完整的街区地理信息和生活
信息，包括餐饮、购物、乘车及卫生间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摄影记者 王勤

整个农创园项目不推山、不平塘、不砍树，保留地
方特色，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农村自然风貌。绿道是原
村社道路和机耕道改建。项目以尊重原始风貌、注重
保护环境为前提，预计于明年3月全面开放。园区内还
设置了丛林穿越、森林冒险、鸟巢攀爬和多样化原木
游戏等无动力游玩项目。科幻感十足的蝶恋花艺术馆
以及科技综合农业展馆，将为孩子们插上遨游现代农
业科学世界的翅膀。不仅是小朋友亲近自然、游玩体
验的天堂，也是孩子们开阔视野、学习农业知识的科
教基地。自然意趣体验与科技互动教育相结合，将为
都市孩子注入缺失的“乡愁”。据了解，未来的黄龙溪
通过绿道串联古镇景区和农创园，将有效提升产业
项目周边生态环境，形成大旅游环线格局。

张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摄影记者 陶轲

“走在上面，感觉就像在森林中飞翔一般。”站在
300米长的“智谷云廊”上，兴隆街道市民李先生兴奋
地说。2018年春节前夕，智谷绿道示范段开门迎客。
如今，又经过一年精心雕琢，该绿道变得更加生态宜
人、宜居宜业。除了好看，智谷绿道还好玩。据悉，该
绿道按照“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理念，以“公园+”理念
融入文化体育、休闲旅游、创新研发等八大功能，叠
加高品质生活场景和新经济消费场景，打造成都首
个城市潮流运动文化营地，实现生态价值的转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敬 摄影记者 王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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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星雨点中畅快呼吸清新的空气，抿一口醇香
的咖啡，漫步在桂溪生态公园就是如此的惬意。昨日
下午，当记者再次来到桂溪生态公园时，细雨中的公
园更多了几分婀娜之姿，远处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的进行草坪修整。作为锦城绿道项目生态本底最好、
启动最早的点位，桂溪生态公园面积约1800亩，并以
天府大道为界，划分为东、西片区，目前已经建成开放
并成为了成都的网红打卡地。

漫步在桂溪生态公园步道，只见内部纵横交错，

每到一段距离便有一处服务驿站，设置有厕所和零售
店，是新晋的城市跑步胜地。步道两侧绿植遍布，金
桂、国槐、马鞭草等点缀让园内四季颜色各异。高低起
伏的浅丘上错落有致地分布着两座大型雕塑和一些
儿童游乐设施，完美地呈现了“绿洲公园”盛景。乘坐
游览桂溪公园的观光车一路前往锦城湖4号湖段，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在晚上来这里游览，还将有更
奇妙的体验，“这是荧光绿道，晚上会发光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小孩忘我的奔跑，一对情侣骑着单车，相互嬉
戏，穿梭在蜿蜒轻盈的绿道上。切花甘蓝摇曳生
姿，高大挺拔的行道树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6米
宽、红色的一级绿道和3米宽、浅黄色的二级绿道
蜿蜒穿梭整个锦江大道，点缀在其中波光粼粼的
湖水让人心旷神怡。上万株国槐、银杏、香樟、蓝花
楹、茶条槭一眼望不到边，一幅生态绿景图徐徐展
开。

据介绍，锦江大道绿道以“绿心+绿网”的生态
骨架网络，串联环城生态区、公园、小游园、微绿地
五级绿化体系，连点成线，连线成网，连网成片，构
成符合生态系统。绿道景观空间按照 3 个主题段
（艺术创意段、生态花香段、休闲宜居段）、6个节点
（创意印章、数字经济、运动部落、彩叶林、光影画
廊、零碳剧院），其中，创意印章节点中选用了古代
篆刻艺术的演变历程，从秦朝的秦印、汉代的官
印、私印，一直到现代的汉字乃至数字时代的二维
码几个元素都有体现。活动场景按照“多主题、全
天候”的思路，建设生态、创意、游憩等绿色开敞空
间，打造连续、健康、充满活力的开放式活动场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勇 摄影记者 张士博

1月3日，家住西三环的滑板爱好者陈小明去往
郫都区清水河城市公园绿道内的FISE极限运动项
目中心，当天，与他一起在这里玩滑板、轮滑和小轮
车的爱好者有近20人。陈小明认为吸引自己来到
这里玩滑板最大的理由就是环境好、场地专业，“太
巴适了，专业场地和绿道和公园完美结合。”

清水河城市公园绿道是“七道”之一——走
马河绿道（郫都近郊段）的重要节点和示范段，
位于郫都区菁蓉镇西北，东起郫温路，西至西源
大道，采用立体交通形式，形成3公里环线。“该
绿道利用已建成的原清水河绿道，按照《成都市
天府绿道建设导则（试行）》相关标准，以及”文
体旅农商“融合的要求，完成其中3公里示范段
提升改造。”郫都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清水河绿道的打造上充分考虑“双创”元
素植入，“绿道以‘鹃城梦想’为主题，围绕双创
文化进行景观打造和设施配套。”

记者了解到，郫都实施了绿道路面拓宽改
造、完善绿道标识系统，植入清华万博、咖啡书
屋、手工体验中心、FISE极限运动项目、国家健
美健身基地项目、房车展示体验等产业项目，配
套完了善二代智能健身体育设施、无人超市、应
急救援系统等服务设施。辐射周边菁蓉镇、双创
基地、创客公园、菁蓉湖、有轨电车站点等核心
功能区，使区域内创新创业氛围更加浓郁，更
好服务于电子信息功能区和全国双创基地“菁
蓉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双创植入
产业+服务
双创氛围更浓郁

位于郫都区菁蓉镇西北，东
起郫温路，西至西源大道

三条步道
下河岸亲水 骑绿道赏花

起于武侯区永康路
止于金岛度假村

文体商旅
有WIFI、充电装置

位于高新绿道月牙湖及吉泰路段

回归自然
不推山不砍树 重拾城市乡愁

位于黄龙溪镇川江、大河村 艺术为媒
创意印章节点
展示篆刻艺术演变

起于科华南路永安桥东侧，
止于驿都大道路口

宜居宜业
300米云廊 像在森林中飞翔

位于天府新区智谷创新带

跑步胜地 服务站入驻 晚上有荧光

西起益州大道，东至锦江

成都地图

创意天府
皮划艇极速单车汇聚一堂

高新区，北起世纪城东路、
南至桂林大桥、东临锦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思想 新时代 新天府

天府绿道已铺就天府绿道已铺就 公里公里

清水河
城市公园

绿道

临江村
绿道

水岸绿道
联网工程
示范段

双流区华侨
城农业创意

博览园

锦江大
道绿道

桂溪生
态公园

月牙
绿道 江滩

公园

去东郊记忆听完音乐会，到毗邻的绿道放
缓脚步，寻求身心的放松，这是成都人对生活

美学的一种鲜活的探索方式。沙河城市·麻石烟云公园绿
道项目位于成华区杉板桥路与二环路西侧麻石桥旁之间
的河道两侧，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沿沙河两侧规划建
设滨河步行道、骑游道等长约7公里绿道。以绿道作为载
体，让工业文化和音乐文明更接地气。绿道沿线有两个公
园，成华沙河城市公园和麻石烟云公园。沙河城市公园位
于成华大道以北，建设南路、建设南支路与二环路之间的
沙河两侧城市公共绿地范围；麻石烟云公园位于成华区
二环路东三段外侧与建设南路交汇处。绿道注重延续东
郊记忆的工业风风格，融合时光桥、2.5维工业墙绘浮雕、
音乐符号、等彰显成华区地域特色的文创元素，将东郊记
忆这一成华名片的特色沿沙河蔓延，使绿道成为文化的
载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黄琳

从白鹭湾向北跨过绕城高速，就是江家艺
苑。江家艺苑园内拥有连绵400余米的高大茂盛
的桉树林，颇具传统川西林盘聚落特征的院落建
筑与林盘一起形成了面积约 19800 平方米的院
落。园内8.3万平方米的规划水域，市民今后尽可
泛舟水上。如今江家艺苑还充分融入了时尚、艺
术和文化元素。今后，市民游客还能在江家艺苑
参加机车音乐节、绿道音乐节、露天电影、水秀表
演等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天府新区
智谷绿道

林盘院落
市民可泛舟水上
还能参加音乐节

锦江区，北接锦江大道、南
靠绕城高速、西联高威公园江家

艺苑

音乐符号
听完音乐会 绿道散个步

位于成华大道以北

沙河城市
公园绿道

1

2

3

4

5

6

7

8

9

10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