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竞足球场、皮划艇……

江滩公园，小朋友正在进行小
儿平衡车比赛

酷炫的场地，当然会吸引
酷炫的年轻人们聚集。

5月1日至2日，“飞跃自我、
魅力江滩”滑板友谊赛在江滩
公园举行。小儿平衡车、小儿自
行车、双翘滑板、陆地冲浪板、
轮滑……多种极限项目在现场
同台竞技，80名参赛选手，以充
满创造力的动作带来视觉盛
宴，热爱滑板和寻找乐趣的观
众在旁拍手喝彩。

5月1日下午，记者在碗池
边上看到了戴着头盔的范芃
泽，黑色的BMX小轮车躺在
脚边，他已经穿戴好，准备下
场比赛了。范芃泽今年6岁，从
不到2岁起就开始接触小儿平
衡车，已经在国际赛事上揽过
几次大奖。

5月1日参赛之前，他先来
江滩公园踩过一次点，对碗池
的设计颇为满意，酷酷地说：

“这里很大，我很好做动作。”范
芃泽的父亲在一旁笑着告诉记
者，这里是成都最大的训练场

地，能帮助选手们更快实现突
破。“极限运动产业已经在成都
蓬勃发展，现在有了场地支撑，
会发展得更快。”

留着金色长发的Dave在
碗池中也显得特别扎眼，他眨
着蓝色的眼睛，用一口稍显磕
巴的普通话告诉记者，他来自
英国剑桥，到成都生活快一年
了。Dave今年34岁，从14岁开
始玩滑板，如今每周玩6天，都
是在太古里或者牛市口的小场
地里。“这个比我家乡的（场地）
还要大，氛围也很好。”他指了
指碗池里不停练习的滑手们。

Dave去过很多城市，但最
终，成都让他留了下来，目前在
有名的“岩羊”小店工作。“岩
羊”出售的每一件手工艺品，都
出自贫困山区少数民族和残障
人士之手，充满了温度。“成都
非常热情，我在这里生活得很
自在。”公园和滑板运动的结
合，又让他进一步认识了这座
城市的年轻与包容。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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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国资委
副主任翁杰明日前说，贯彻落实

《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
案》是国资委今年的关键任务。他
表示，为推进方案落地，切实增强

企业获得感，国资委将制定印发
2019年版的授权放权清单。“根据
中央要求和企业期盼，我们目前
已经草拟了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
（2019版），将有不下30项措施推

出。”翁杰明介绍说，这些改革举
措有的是面向中央企业的普惠性
措施，有的是针对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以及创建世界一流示范
企业等重点改革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将出台2019版授权放权清单

122件（套）展品
尽显饮食文化丰富多彩

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食”文
化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作为食物的制作器物和承载器
物，各类炊具、餐具也在不断发展、
演变。作为“成都熊猫国际美食节-
亚洲美食嘉年华”配套展览之一，
此次《食为天——餐桌上的文化之
旅》展览，展品共计122件（套），来自
广东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洛阳
博物馆等9家国内博物馆的文物，与
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共同呈
现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也为观众
奉上了一道节日文化大餐。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览共分为
“民以食为天”“五味杂处——各民
族饮食文化的大融合”“活色生香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味道”

“兼收并蓄——中西饮食文化的交
流互鉴”等部分，以时代为线索，在
展示先秦时期、汉唐时期、两宋时
期、明清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流变
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对每个历史阶
段中外饮食文化的互相交流与影
响进行介绍。

“这个是筷子吗？和我们现在
用的筷子不太一样呢……”“它是
宋代人用过的，是用铜做的……”
在成都出土的宋代铜筷、铜勺展品
前，刘鹏带着5岁的儿子边看边聊，
这是一段耳濡目染的文化之旅，也
是一堂难得的亲子课。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三足炊
器，看上去就像现代的小火锅。来
自彭州博物馆的宋代象钮银执壶
及温碗雕刻精美，做成莲花形、柳
叶形的银茶托，做成菊花状的金
碗，把宋代的生活美学表现到了极
致。而三彩陶厨炊俑、厨灶、宴饮叙
谈画像砖，将人们的思绪一下子带
到了千百年前的饮食文化中，身临
其境地感受四川饮食文化的悠远。

活色生香
感受“四川味”

食，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
的。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不仅有
中国的瓷器远销国外，一些外来的
作物也影响着中国人的餐桌。

在“兼收并蓄——中西饮食文
化的交流与互鉴”展览部分，展示
了清朝的汤盘、咖啡壶等东西融合
的器型，新型粮食作物及调味品的
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
构、丰富了中国烹饪的味型，尤其
是原产于美洲的辣椒，对中国的烹
饪味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吃在中国，味在四川”。居于
天府之国中心区域的成都，既是南
丝绸之路的起点，亦是北方丝绸之
路的重镇，又通过长江水道，与海
上丝绸之路相连，以海纳百川之
态，聚八方食材，博采众长，成就了
中国四大菜系之一的“川菜”。清代
是川菜融合各方的集大成时期，辛
辣类调味品的引进，奠定了川菜麻
辣兼备的特色；各地名厨入川，成
就了川菜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风
格。展览以川菜的发展形成作为展
览结尾的重头戏，以大量文献资料
和文物，凸显天府饮食文化在中国
乃至世界餐饮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没想到历史上的中华饮食文
化影响了那么多国家！”“都知道川
菜好吃，没想到其中还有这么多的
故事。”……在展览现场，不少观众
发出这样的感叹。看完展览的刘鹏
说，“不虚此行！展览带领我们体验
了饮食文化之旅，对‘吃’有了更深
的理解，也有了新的认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
彦琴 摄影报道

五一江滩公园

邀你酷玩邀你酷玩
上演滑板狂欢

年轻、释放、冒险、突破、表达自我，遇到挫折就“再来一
次”，这是滑板运动，也是众多成都年轻人的性格。二者不谋
而合，在这座城市中发出年轻的光亮——常常可以在太古
里和银石广场旁的空地上看到，少年少女们穿着T恤、踩着
板鞋，不惧摔倒。

成都包容、鼓励这项充分展现年轻人勇于冒险、敢于挑
战的时尚运动。成都专门为滑板爱好者划出了一片天地
——城南，锦江绿道的江滩公园，拥有西南最大的碗池滑板
运动场，开启了“绿道+”又一全新新经济业态。

这个“五一”，江滩公园还举办了为期两天的“飞跃自
我、魅力江滩”滑板友谊赛，为各路滑板爱好者提供尽情展
示技艺的舞台，也为寻找激情和乐趣的市民、游客，增添了
节日的乐活场所。

滑板和绿道，在这里碰撞出蓬勃的生命力。“有一种生活
美学叫成都”，在这里被充分诠释，形成一种年轻的生活美学。

江滩公园不止融入了滑板
这一项年轻的业态，智能体育、
无人售卖、集装箱动漫工坊、皮
划艇项目等新潮的业态，都在这
里汇集。

其中，电竞足球场通过游
戏，开始一场有趣的足球比赛。
碗池滑板运动场旁，还有正在
打造的“全川最大沙滩＋高品
质无边界泳池”，预计将在今年
夏天，为市民游客带来仿佛海
边的清凉。

致力于推动绿道功能复合
叠加的江滩公园，如今不仅成为
了文体旅商多轨合一的复合型
活动场地，也营造了高品质的生
活场景及新经济消费场景。用新
潮业态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江滩
公园，也将从中造血生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

更让人欣喜的一点是，“有
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在江滩
公园找到了年轻版的诠释——
包容乐观，又澎湃自我。

而玩酷的心也从不为年龄
所限，所以，无论你是极限运动
爱好者，还是一般的上班族，江
滩公园都会是你的上佳之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王勤

锦江绿道是天府绿道的重
要“一轴”，依托纵贯三百里、润
泽四千年、滋润千万成都人的
锦江建设打造，北起都江堰天
府源湿地，南至黄龙溪古镇，全
长240公里。锦江汩汩而下，流
经城南的江滩公园，这是锦江
绿道的重要节点，于今年元旦
期间升级亮相。

与只有绿意的公园不同，
各种新潮的业态，让国际、时
尚、年轻、乐活成为了江滩公
园的关键词，例如这个五一正
式亮相的西南最大碗池滑板
运动场。

精心设计的弯道，高矮不
一的“炮台”，一左一右两个难
度等级的碗池，组成了这个运
动场。同时，水泥色是“冰山”，

右边是火红色的“岩浆”，加上
漩涡般的“黑洞”与王者荣耀元
素，精细仿真的3D绘制，让这
个庞大的滑板场极具观赏性与
趣味性。

“这样的设计，结合场地此
起彼伏的地势以及运动场的刺
激体验，让人联想到自然界中
冰与火的强烈反差，刚好与滑
板运动场的特性相契合。”碗池
滑板场设计者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希望通过
极端对立的冰与火的场景描
绘，结合“黑洞”与王者荣耀的
趣味感和神秘感，从视觉和心
理方面均增加了运动者的冒险
性与刺激感，全面激发运动者
在场地中勇于突破、挑战自我
的精神。

西南最大碗池滑板运动场
演绎“冰与火之歌”

“发烧友”云集
英国滑手和6岁小朋友上阵

这里还有更多玩法

等你解锁

餐桌上的文化之旅

请你细品

成博奉上一场

5月2日上午，雨后的成都，
清新宜人，来自西安的刘鹏一
家，在成都博物馆门口排队等
候，“除了常设展，还想带孩子
去看看特设展，看看源远流长
的饮食文化经历了哪些变迁。”
做过功课的刘鹏对《食为天
——餐桌上的文化之旅》这一
特设展最感兴趣。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即将
于5月15日至22日在蓉举行。
而作为美食节的“开胃菜”之
一，五一小长假期间，《食为天
——餐桌上的文化之旅》在成
都博物馆开展，引来市民、游客
关注。记者在展览现场了解到，
展品共计122件（套），以研究成
果为基础，以实物、图片、文献
资料为支撑，展现中国饮食文
化从先秦时期到明清时期的发
展脉络，并着重表现各个历史
时期饮食文化所体现出的中外
文明交流与互鉴，中华饮食文
化对世界餐饮文化的影响等，
展览将持续至今年6月9日。

体 验 绿 道 与 青 春 的 生 活 美 学

展出的展品

Dave正在参加滑板赛

江滩公园的皮划艇项目 资料图片

鸟瞰江滩公园 资料图片

市民观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