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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绿道边现公共书屋
出门散步可就近看书

7月21日正值周日，上午10点，已
经有年轻人带着电脑到书屋工作，也
有父母带着小孩儿来阅读，一些上了
年纪的老人也拿着本书，挪开凳子坐
下。坐在书屋内，抬头就是屋外安静
流淌的锦江，和葱郁的植被。

记者发现，书屋里的书籍种类
涵盖文学、艺术、人文、自然、生活、
历史以及商业，整体较为小众。简洁
的木质桌椅，大约有15个的座位。桌
上放着各样的小植物，还有抽屉可
供放置物品，书柜间也放置着一些
插花和香料。

一位住在东安南路附近的市民
说，周末在绿道散步时偶然发现了
这个书屋，里面不仅可以免费借阅
书籍，还有座位、空调，整体环境也
很不错，“出门休闲已不再仅仅是跑
步、健身、喝茶了，在家门口也能找
到一块书香气息很浓的地方阅读，
绿道上的书屋把市民的休闲生活提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书屋每天的人流高峰在傍晚6

点之后，21日晚，夜幕降临，书屋内
灯光亮了起来，更多在绿道散步的
市民走了进来，有的孩子甚至直接
坐在地上看书。夜里光线不好的时
候，可以打开桌上的台灯。

据书屋负责人介绍，书屋目前
藏书共2080多本，由方所书店提供，
也有很多市民向书屋捐献书籍。除
了在书屋内阅读，也可凭证件或押
金借书到屋外，只是当日离馆前需
要还书。屋外也设置凉棚，可供十人
坐下，白天葱郁的大树遮挡阳光，不
少人在那里乘凉。

锦江河畔打造阅读新模式
沿江书屋还在增加

这一让人耳目一新的绿道书屋，
是由成都文旅集团旗下成都锦江绿
道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新打造。

据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锦江区已沿着锦江河畔，基本构建
起“禅茶一味、东门码头、酒肆文化、
船游锦江、文创夜市”5大业态组团，
呈现5个重要文化、景观、消费节点。
在绿道中将原本较为闭塞且参与性
低的亭廊进行了提升改善，引入方

所共同创立“锦书来”公共阅读空
间，不仅促进城市有机更新，更有满
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后期还将结
合不同区段特点进行复制。

“锦书来”的名字来源于宋代词
人李清照的《一剪梅》，“云中谁寄锦
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名字刚
好与锦江名称相衬。据书屋负责人
介绍，书屋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
10点到晚上9点。从6月24日开放以
来，每天大约有四五百人光顾，“不
过很多市民是出于好奇，真正留下
来阅读的每天大约有四五十人。”

据公司方面透露，在锦江沿岸，
还有类似的绿道公共阅读空间，不
过目前只开设了一处作为试运营，
接下来，成都锦江绿道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还将综合打造翠风苑其
他特色亭廊，丰富书屋的商业配套
服务，打造乐活场所和高品质消费
场景。同时，还会不定期在书屋举办
青少年文教活动、读书交流会、文艺
美学类具有人文气息和天府文化特
色的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王勤 实习生 张蔚玮

锦江边锦江边，，绿荫下绿荫下，，车流车流
驶过的东安南路旁驶过的东安南路旁，，竖直竖直
木条设计的书屋木条设计的书屋，“，“锦书锦书
来来””三个字题于书屋正门三个字题于书屋正门
中央的牌匾上中央的牌匾上，，透过落地透过落地
窗看进去窗看进去，，里面有人在认里面有人在认
真地阅读真地阅读。。

从从66月月2424日开始日开始，，位于位于
成都锦江区东安南路的江成都锦江区东安南路的江
边绿道上边绿道上，，由木头和玻璃由木头和玻璃
搭建的公共书屋开始对市搭建的公共书屋开始对市
民开放民开放，，其独具特色的地其独具特色的地
理位置和免费休息阅读的理位置和免费休息阅读的
便利便利，，让书屋迅速成为了让书屋迅速成为了
一个备受追捧的休息阅读一个备受追捧的休息阅读
之地之地。。

原来原来，，该书屋由成都该书屋由成都
锦江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打锦江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打
造造，，由方所书店提供书籍由方所书店提供书籍，，
城市绿道在散步城市绿道在散步、、健身健身、、喝喝
茶之余茶之余，，又多了一个选择又多了一个选择。。

亿级流量亿级流量：：
冲上热搜前三

读大学时在校团委搞全媒体
工作的翟杰，逐渐培养起一个爱
好：把喜闻乐见的经典歌曲二次
创作，用当下年轻人更熟悉的方
式呈现出来。大学毕业后，他没有
搞专业对口的网络工程，而是进
入新媒体行业。

先后两次创作了《生来倔
强》《倔强》《天耀中华》等作品
后，翟杰憋出一个大招：《生僻字
垃圾分类成都版》，歌曲对原曲
歌词进行重填，混音后还花力气
拍了个MV。

“我们成都的垃圾，落地不分
留下几千年的历史，这样子不得
行……”歌词一开始呼吁大家重
视垃圾分类，紧接着就对可回收
物、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
圾的分类和注意事项进行了科
普，例如：“漂亮盒子/废旧衣服/
粘上油污/不能回收/矿泉水瓶/
可乐雪碧/务必喝完/才可回收/
快递盒子/暴露隐私/销毁证据/
安全回收……”

有网友看了MV后评论：“现
在分清了吧，这下好记了。”翟杰
的《生僻字垃圾分类成都版》发表
不久后，微博话题阅读1.5亿，全
网点击量破千万，媒体纷纷转发，
一度冲上微博热搜前三。影响力
之外，还有外地电视台邀请翟杰
录制节目。

“我是做新媒体的，一开始的
确有抱着做热搜的心态。”翟杰
说。而在流量之上，他的初衷是为
宣扬社会正能量，展现青年人的
风采和能量。《生僻字垃圾分类成
都版》的爆红，无疑已经实现了他
的初衷。

尖锐批评尖锐批评：：
微博官方标记为“沙雕”

很多网友肯定了《生僻字垃
圾分类成都版》的正能量，认为这
首改编作品科普、宣传了垃圾分
类。不过，评论里也充斥着尖锐的
声音。一则得到了1938次点赞的
评论说道：“这首歌应该是什么垃
圾？”有人继续评论说：“作词的是
不是以为写词只要把字数凑够就

可以了。”还有人说：“连押韵词
都押不出。”除此之外，微博官
方也把这首歌标记为“沙雕冠
军推送”。

看到这些负面评价，翟杰说：
“有部分对我是非常有用的，这个
作品用的时间很短，有很多瑕疵，
网友的评价实际上让我对这个作
品有更深的认知，鞭策我下一个
作品做得更完美。”他说当自己发
现新的正能量题材，还会继续写、
继续拍。

创作过程创作过程：：
要求每个知识点必须准确

翟杰今年23岁，刚大学毕业
步入社会没两年，平时也喜欢唱
歌。二次创作这首歌时，垃圾分类
正是成都及全国的热点，翟杰希
望能通过这首歌，让市民更好地
了解垃圾分类，提前适应垃圾分
类的时代。

“《生僻字》这首歌科普了一
些生僻汉字，我就用这首歌来科
普大家不是很了解的垃圾分类。”
翟杰说。目前翟杰的新媒体工作
和政务服务相关，经常会接触到
垃圾分类的知识：“垃圾分类对提
升城市环境非常有效，所以我要
求自己，歌曲中每个知识点都必
须准确，让大家一听就懂，一看就
明白。”翟杰还提到，歌曲发表后
有网友会问些“蒜皮算什么垃圾”
之类的问题，他便及时找到城管
委求证。

从产生灵感到产出歌曲，
翟 杰 和 他 的 小 伙 伴 们 只 花 了
2-3 天的时间，工具是一台电脑
加两台单反相机。“歌词只花了
半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怕错误
引导，又参考了城管委等权威
平台发布的垃圾分类指导，然
后 当 天 就 联 系 了 大 学 朋 友 录
歌，第二就开始拍摄，第三天就
剪了出来。”

值得一提的是，MV 选景在
成都童子庭苑小区，是垃圾分
类示范小区。另一个选景是人
民公园，很有成都休闲舒适的
氛围。因为成都是美食之都，歌
词里面也着重体现了餐厨垃圾
的分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漂亮盒子 废旧衣服

粘上油污 不能回收

矿泉水瓶 可乐雪碧

务必喝完 才可回收

快递盒子 暴露隐私

销毁证据 安全回收

废弃油漆 废弃电池

废弃药品 有毒物品

废温度计 含汞物品

蚊子苍蝇 夏日天敌

杀虫空瓶 有害垃圾

仔细分类 安全到底

我们成都的垃圾

落地不分留下几千年的历史

这样子不得行

我们成都的垃圾

分一分全都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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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
靠东风渠一侧已打围
已挖掘出约一米深土沟

21日下午两点左右，记者由位于
成洛大道旁边的青龙湖龙舞花间（北
门正）的入口进入青龙湖。拾阶而上，
青龙湖辽阔的水面随即映入眼帘。面
对湖面由向左向右两条分岔路。向左
的分岔路行人依旧可以正常通行。

而向右的分岔路，也就是沿东风
渠而下的东风路路口放置了“前方施
工请绕行”的指示牌。在旁边的施工

公告可以看到，中国水电五局青龙湖
二期项目经理部应广大市民在市长
热线中反映的安全隐患问题，对园区
东风渠沿岸提档升级，增加照明及监
控设施。

同时计划的完工时间为国庆节
前。目前，公告牌的后方的道路已经
打围。而从打围处步行约七八分钟，
可以看到在靠湖一侧的道路旁，一台
挖掘机正在沿着道路挖掘一条土沟。
该处已经挖掘出的近一米深、半米宽
的土沟大约有一公里多。

站在青龙湖旁一栋三十层高的
公寓顶楼，有的湖面因为上方的云朵

遮挡了阳光而显得颜色偏墨绿，而周
围的湖面则是青绿色。整个青龙湖和
大片的绿地不断向外蔓延，仿佛与远
处的龙泉山脉连成了一体。

市民说法
沿东风渠一侧路灯较少
相信更多人会加入夜跑队伍

住在青龙湖附近的居民，饭后可
以去湖边散步，跑步；而到了周末，青
龙湖更是众多市民出行热门目的地
之一。不光有一眼看不到尽头的湖
面，天气好的时候，在青龙湖还能远

眺远处的龙泉山脉，拥抱湖光山色。
在青龙湖龙舞花间（北门正）入

口处的平面示意图上可以看到，在青
龙湖靠城内方向的一侧，从成洛大道
开始，沿着青龙湖的边沿流动的东风
渠长度差不多是青龙湖周长的一半。
而目前正在打围施工，无法通行的东
风路则是青龙湖靠东风渠一侧唯一
的通道。

想在青龙湖跑整圈的跑友需要
暂时等待一段时间了。除了吴先生，
上周末傍晚刚去青龙湖跑过步的郭
先生回忆说，当时东风路还没有完全
封闭，有的路段封了一半，另一半还
可以使用。

“沿东风渠越往里面跑，路灯好
像也越少。”郭先生表示，来青龙湖跑
步的跑友都知道，将近跑8公里才能
跑完一圈。现在这个挑战的难度，似
乎要因为东风路打围施工中断一段
时间了。

对于郭先生提到的路灯少的情
况，家住青龙湖对面小区的古先生也
有同感。古先生认为，虽然这段时间，
以前整圈跑的跑友可能会觉得不过
瘾。但他相信增加照明及监控设施
后，更多的人会加入到夜跑队伍中。
同时相对专业的跑友成绩可能也会
有所提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摄影记者 王勤

国庆前，青龙湖暂时不能跑整圈了
施工公告称：增加照明及监控设施，计划完工时间为国庆节前

锦江绿道边现公共书屋
抬眼望锦江 低头闻书香

21日，市民吴先生在朋
友圈发了一条消息：“青龙
湖半幅封闭施工，跑起没劲
了”。同时在该朋友圈下面
的对话中，对于留言中“关
了一半”的疑问，吴先生的
回复为“是”。

青龙湖真的“关了一
半”？如果是真的，是什么原
因，接下来多久又会再次对
公众开放呢？

《生僻字垃圾分类成都版》

网络爆红网络爆红
创作者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市民更好地了解垃圾分类

《《生僻字垃圾分类生僻字垃圾分类
成都版成都版》，》，最近在网络爆最近在网络爆
红红，，流量轻松达到亿级流量轻松达到亿级。。

不久前不久前，，成都发布成都发布
《《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例（（草案草案）》，）》，而改编自而改编自《《生生
僻字僻字》》的的““垃圾分类成都垃圾分类成都
版版””的歌曲也随之而来的歌曲也随之而来。。
对于垃圾分类的具体内对于垃圾分类的具体内
容和意义容和意义，，这首歌进行了这首歌进行了
科普和倡导科普和倡导。。

““现在这个时代也现在这个时代也
特别需要垃圾分类特别需要垃圾分类，，来来
保护我们的生态和环保护我们的生态和环
境境。”。”这首改编作品的创这首改编作品的创
作者作者，，是个刚大学毕业是个刚大学毕业
不久的泸州小伙不久的泸州小伙，，他希他希
望拍摄更多年轻人能够望拍摄更多年轻人能够
关注的作品关注的作品，，去宣扬社去宣扬社
会正能量会正能量，，展现青年人展现青年人
的风采和能量的风采和能量。。

青龙湖东风渠沿岸提档升级工程开始施工

青龙湖湿地公园

市民在“锦书来”书屋阅读图书

绿道上的“锦书来”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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