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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已有81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万名运动员及家属注册报
名世警会。除了中国警察和消防员，
其他参赛的警察和消防员也都在积
极备战。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持续为你揭秘他们的训练情况。

巴黎的傍晚，塞纳河畔，远处可
眺望埃菲尔铁塔。法国巴黎消防队
正在此紧张备战，准备迎接这场属
于全世界警察和消防员的盛会。公

开资料显示，法国巴黎消防队（Par-
is fire brigade）于1973年建立，为巴
黎和近郊提供消防与救援服务。

在长达2分12秒的视频中，记者
看到，10多位身穿白色短袖的消防
队员，通过俯卧撑、跑绳梯等方式进
行训练，其中还出现了冰球训练的
镜头。有的队员独自通过甩绳子训
练臂力，有的队员两两组合进行冰
球基础训练。

因为没有穿戴专用的护具，这
些消防队员的好身材展露无遗，令
人惊叹的手臂肌肉、流畅的身体线
条、高颜值的面孔，不仅让人期待他
们的早日到来。

视频最后，站在巴黎街头的消
防员们手持队旗，向千里之外的成
都“宣战”：“成都，我们来了！”

法国巴黎消防队的训练视频，
在成都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成
都 发出后，也激起了很多网友的兴
趣，纷纷表示希望去现场看比赛，近
距离感受法国消防员们的风采。

相关比赛项目：

比赛项目：冰球
比赛时间：2019年8月9日～8月

18日
场馆场地：世纪城新国际会

展中心（成都市高新区世纪城路
880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视频由成都世警会筹委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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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消防队备战世警会

塞纳河畔训练忙
宣战成都“我们来了”

作为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民
宿）工作现场会的举办地，郫都区唐
昌街道战旗村不仅入选首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还在会上进行发言
交流。战旗村党总支书记高德敏分
析了战旗村入选的原因，同时提出
了战旗村未来的“小目标”。

2018年底
村人均纯收入实现2.8万余元

高德敏介绍，战旗村发展乡村
旅游主要是充分整合区域生态、文
化、民俗等资源，以农商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的思路培育战旗乡村产业新
优势，促进村民增收致富，系统推进

“五大振兴”。
2018年底，村集体资产达到

5600万，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520
万，村人均纯收入实现2.8万余元。高
德敏进一步介绍，郫都地处都江堰
精华灌区核心区，上风上水、八河并
流，生态优势明显。战旗村在发展乡
村旅游过程中，依托生态优势，培育
了农业新业态开发农事体验旅游。

同时，战旗村大力发展观光农
业，推动水旱轮作稻鱼共生，打造大
田景观，建成蓝莓基地等农业项目
建设生产体验观赏通道，完成修复
打造吕家院子等特色林盘，建成5.3
公里生态绿道。以绿道体系有机串
联周边特色林盘和田园综合体，开
展泛战旗横山村山地自行车运动赛
事、热气球等活动，打造“两线一团
精彩连连”乡村振兴体验精品线路，
实现农业发展和农业景观化双重效
应。被农业农村部评为2018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

此外，战旗村还注重发展红色
文化开发感恩教育主题旅游，开辟
红色旅游线路，吸引了大批游客来
战旗重走感恩道路、开展主题教育。
另一方面，战旗村深挖农耕文化推
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将川西民
风民俗、特色手工艺、传统特色产品
集成展示，让游客体验原汁原味的
传统川西乡村文化。建成战旗村村
史馆、豆瓣文化博物馆等，第五季·

香境、乡村十八坊、吕家院子等项目
全面运营。建成战旗村4A级景区，
举办大地艺术节、半程马拉松、农民
丰收节等品牌赛事活动，吸引20余
万游客前来体验传统巴蜀农耕非遗
文化。2018年累计接待85万人次，实
现收入6500余万元，文旅产业产值
增长两倍。

统一打造老旧院落
五年内民宿接待力达1500人

“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
村人都高兴，不过对我们而言，更重
要的是如何统筹规划，进一步以乡
村旅游为抓手，继续推进乡村振
兴”。高德敏说，这次入选，不仅能够
进一步提高战旗村的知名度，更重
要的是，能够坚定村民们走乡村旅
游的发展道路。“以前村民主要是就
近在企业打工或者外出务工，以后
我们的乡村旅游会带给他们更多的
就业选择和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

对于战旗村下一步的规划，高
德敏有自己的思考。“我们这里的生
态资源好，未来还要继续用好这些
资源，并增加一些互动内容和特色
体验”，他认为，打好“生态牌”，走绿
色发展之路，是战旗村发展乡村旅
游的方向。他希望依托大田景观、农
事体验、川西林盘等让这里成为“世
外桃源”，并让游客能够游在战旗、
吃在战旗、住在战旗。

“所以我们要把村民几十个
老旧院落整合起来，统一规划，还
要打造一批高品质、具有特色的
精品民宿来发展乡村旅游，增加
村民收入。”他介绍，目前战旗村
有2家酒店400多个床位，可以承
载700人入住。而在5年内，他计划
带领村民进一步盘活闲置资源，
让村里的民宿能够实现1500人的
接待能力。“现在我们村平时的日
游客量有几千人，今后我们会按
照日游客量过万的标准来进一步
做好基础配套，让大家在战旗村
的旅游体验能够更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战旗村乡村旅游的“小目标”：

5年内，
村里民宿承接力
达到1500人

每当夜幕降临每当夜幕降临，，湖边湖边
亮起点点灯光亮起点点灯光，，歌声歌声、、灯灯
光光、、水雾水雾，，一一融进夜色一一融进夜色，，
伴随着唇齿间的鲜香热伴随着唇齿间的鲜香热
辣辣，，食客的人声鼎沸……食客的人声鼎沸……
位于新都区三河街道的天位于新都区三河街道的天
府沸腾小镇府沸腾小镇““火火””了了！！水上水上
吃火锅吃火锅、、树上吃火锅的图树上吃火锅的图
片和小视频片和小视频，，不仅解锁了不仅解锁了
成都火锅的新吃法成都火锅的新吃法，，也让也让

““火锅火锅++音乐音乐++绿道绿道””的新旅的新旅
游方式游方式，，风靡了抖音风靡了抖音、、今日今日
头条头条、、朋友圈等各大社交朋友圈等各大社交
平台平台。。

要问它到底有多火要问它到底有多火？？
天府沸腾小镇玛歌庄园总天府沸腾小镇玛歌庄园总
经理付伟用一组数字作经理付伟用一组数字作
答答：“：“每天接待量每天接待量 20002000～～
30003000 人人，，销售收入接近销售收入接近 3030
万元万元，，最火的节假日最火的节假日，，这个这个
数据甚至会翻倍数据甚至会翻倍。”。”

如果把这组数据带给如果把这组数据带给
33年前的付伟年前的付伟，，他可能会回他可能会回
复一个复一个““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的表的表
情情，，彼时彼时，，这里还是一片杂这里还是一片杂
草丛生的水洼草丛生的水洼。。从废弃荒从废弃荒
地变身为中国夜消费最有地变身为中国夜消费最有
魅力的街区魅力的街区，，是如何实现是如何实现
华丽转身的呢华丽转身的呢？？

走进天府沸腾小镇玛歌庄
园，锦城绿道从庄园穿园而过，
环绕五龙湖，各式火锅散布在
占地达百余亩的水陆之间，于
亭台间、水面上，甚至树梢上星
罗棋布。整个庄园人声鼎沸，灯
光如昼，非常切合“沸腾小镇”
之名。“一边吃火锅，一边听音
乐看演出，人气之旺完全不输

‘夜上海’。”此情此景，让第一
次来玛歌庄园的游客刘先生感
叹不已。

“你如果 3 年前来，这里是
另外一副模样。”听到刘先生
这句话，付伟笑了，作为天府
沸腾小镇最早呈现的项目，玛
歌庄园的前身却是一块未开
发的闲置地块。当初，付伟和
他的合伙人面对的是荒地、荒
草和一片水洼，耳边是不时轰隆
隆掠过的高铁声。付伟并不讳
言：也曾纠结过，但最终“规划中
的锦城绿道从这里经过”成为一
个重要的得分点，“我们不需要
造个景观为火锅经营服务，而是
成为绿道生态园林的配套，让人
们在绿道沿线也能享受美食、音
乐和文化。”

玛歌庄园里有 30 亩的小

湖，湖中建了激光音乐喷泉，又
设计了一艘民歌小船，两位民歌
手在水中悠游而歌，古筝、笛子
轮番上阵……这些增值体验，在
食客中引发爆裂式口碑传播。项
目也从最初设计的 100 桌扩张
到现在的200桌，日接待能力达
到 2000～3000 人，节假日甚至
创造出最高上万人的接待量。

围着五龙湖的火锅餐饮
位，很多都需要提前两三天预
订，周末排上 200 多号是常事。
正对湖景，近距离观赏演出的
位置更是玛歌庄园的“C 位”，
一般预约爆满。

玛歌庄园作为天府沸腾小
镇的核心项目之一，不仅造出了
一片园林景观的开放式公园，而
且带动了周边三个社区的居民
就业增收。据介绍，目前，玛歌庄
园吸引了伏龙社区及周边社区
400 余位村民入园务工，园林、
花卉、服务员、治安、保洁等岗
位，都有他们的身影，人均年收
入超过 5 万。付伟告诉记者，项
目还设置农产品展销区，销售周
边的特色农产品，“让更多周边
居民分享天府沸腾小镇的生态
红利。”

如果仅仅是一个解锁了吃
火锅的新姿势，天府沸腾小镇不
会被评为“中国夜消费最有魅
力”的街区。甚至在庄园谋划之
初，并非此情此景，在付伟的设
想中“只是一个环境和装修好一
些的营业场所罢了”。那么，目前
这一幅场景是如何一步步建起
来的？

这要从天府沸腾小镇背后
的“头脑风暴”说起。“项目打造
之初，整个设计团队都在思考：
如何利用天府沸腾小镇原有禀
赋，将现代消费场景与成都在地
文化有机融合，并能实现生态价
值的转化？”唐星宇，万科沸腾小
镇项目的设计负责人，在他看
来，沸腾小镇的位置极具优势，
临近熊猫基地，从高空俯瞰，整
个沸腾小镇片区天然的生态本
底上，点缀着城市的元素。重新
审视了这片土地之后，万科邀请
国际知名规划设计事务所AE-
COM一起，结合万科已引入产
业资源，最终决定将天府沸腾小
镇 打 造 为“ 代 表 天 府 味 道 的
AAAA 级 都 市 休 闲 文 旅 目 的
地”，让天府沸腾小镇成长为绿
道里的“太古里”。

如何避免“千镇一面”？“熊
猫和火锅是成都最大的 IP，开
发‘熊猫+火锅’世界级IP，打造
展示成都天府文化魅力、美食之
都美誉，形成以文化为核的‘加
乘效应’是我们的目标。”唐星宇
告诉记者，沸腾小镇的规划建

设，串联起了桂湖、熊猫大道绿
道、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漫花
庄园等景点，这里已经不仅仅是
单纯的景点塑造，而是集美食娱
乐、音乐展演、田园体验、运动休
闲、乡间文创为一体的城北生态
旅游区、绿道经济目的地。

以玛歌庄园为例，“我们并
非只是修建一个吃火锅的地方，
而是为了绿道创造一个配套的
消费场景。”付伟告诉记者，为增
加配套的消费场景，夜间经济已
经成为玛歌庄园的一大亮点。

“夜食、夜秀、夜色可以说是我们
这里的三大特点。夜食当然是指
火锅；夜秀说的是我们这里非常
漂亮的夜景，环湖打造有靓丽的
灯光工程；夜秀指的是我们这里
的表演，有舞台表演，有游船表
演，还有音乐表演等。”

“玛歌庄园二期已完成90%
以上。”付伟说，湖边吃火锅的消
费新场景让这里沸腾起来，但下
一步“添薪加火”会是对文创的
挖掘。

目前，湖边演出舞台、灯光
正在升级中，与川音的合作，正
在由音乐人的驻场演出，向蜀文
化舞台剧的打造迈进。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现场看到，玛
歌庄园二期园林已经完工，一座
人造小山丘矗立园中，一条钢缆
从山顶拉到山下。“预计春节前，
40 米高的瀑布将全新亮相，实
现在山上吃火锅的场景，人流量
还将持续上升。”

目前，天府沸腾小镇规划的8个
项目已有 6 个项目建成运营，它们
是：玛歌庄园、漫花庄园、沸腾都火、
音乐·百花谷、五龙·外滩、沸腾码头。

“这 6 个项目中，玛歌庄园、沸腾都
火、沸腾码头等4个项目已经具有夜
间消费的功能。漫花庄园也正在规划
夜间灯光秀。”新都区三河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杨阳告诉记者，天府沸腾小
镇2018年接待游客800万人次以上，
文化旅游综合收入 3.84 亿元以上。

“今年1～6月，天府沸腾小镇接待游
客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次。”

核心项目的入驻建设，还将让更
多高品质业态在这里“沸腾”。6 月 5
日，天府沸腾小镇核心项目“沸腾里”
启动建设。未来的沸腾小镇还将带来
哪些惊喜？作为万科成都天府沸腾小
镇项目设计负责人，唐星宇首次披露
天府沸腾小镇的整体设计方案。

“依托对公园城市建设的深入认
知，天府沸腾小镇·沸腾里的建设邀
请到世界一流的规划设计团队，再
造天府文化新名片和成都近郊旅游
消费新场景。”唐星宇介绍，在规划
上，整个小镇分为沸腾里、沸腾农
庄、沸腾乐园、沸腾天地、沸腾左岸
五大板块。同时，以“两轴（商业纵轴
和生态横轴）一环（绿地环）”为发展
格局，统筹沸腾小镇，实现生态价值
有效转化。其中，商业轴串联多个商
业项目，集中打造活力商业区；绿地
环串联基地绿色，南至熊猫基地，东
连木兰镇。

作为核心引擎，沸腾里集文创和
餐饮两大产业，为人们构建美好生活
场景，重点打造以火锅博物馆为核心
的标志性建筑群、民俗文化街巷、生
态共享农庄餐厅、绿色食品安全及环
保体系、年度沸腾指数发布和沸腾集
市等6大IP。

“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对话及
交融，是场景营造的核心命题。因此，
万科邀请了知名设计大师汤桦设计
火锅博物馆——他同时也是万科牵
头打造的天府国际会议中心的主设
计师。

作为老成都人，汤桦从望江公
园与传统屋架的老成都印象中，抽
象出了“屋架+院落+广场”的语汇，
并创造出一个面向市民开放的、承
载本地记忆的聚会场所——火锅博
物馆。

“博物馆不仅是博物馆，更是成
都市井生活的记忆，老成都坝坝茶生
活的片段也被很好地整合在这里。”
唐星宇表示，竹林、屋檐，属于老成都
的传统记忆都会在项目中得到呈现，
而在火锅博物馆内部空间，则以朴素
的非装饰手法让建筑退后，让文化和
记忆成为空间的主角。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不断“解
锁”新业态，正在建设“三城三都”
的成都，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夜间
消费项目，“越夜越成都”将成为新
潮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摄影记者 王效

B价值转化 为绿道
创造夜间消费场景

曾经的荒草地，
成中国夜消费最有魅力的街区

夜里，这里为何

C创新驱动
更多高品质业态
在这里“沸腾”

A生态红利 闲置地块
变身火锅庄园

玛歌庄园，食客在湖边吃火锅

食客可在树屋吃火锅

食客在湖边吃着火锅看表演

法国巴黎消防队训练视频截图

备战的法国消防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