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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凌晨两点的成都吗？
换做以前，
很多人肯定会说
“No”
，
但现在，
有相当数量的成都人会告诉你：
“见过！
“
”在龙泉山顶见过！
”
受疫情影响，
成都人开发起了宝藏玩法。网友调侃，
最近成都有三种人：
一种是骑行绿道的，
一种是露营的，
一种是夜爬龙泉山看日出的。
亲眼看到日出是美妙的，
但慕名而来的宠大队伍也让观日增添了不安全性。当前，
龙泉山观日最拥挤的莫过于钟家山3号平台，
但其实，
观
日点可不止这一个，
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宝藏点位呢。
这些点位在哪里？
咋个去？
记者从龙泉驿区山泉镇以及多位户外观日（山）大神处，
为您整理出了这张最全龙泉山观日地图，
赶紧收藏吧！

看，
最全龙泉山观日地图

除了

1.龙泉山钟家山观景平台
龙泉山钟家山观景平台有 4 个，
目前最
火的是 3 号观景平台，
但其实 1、
2、
4 号观景
平台也可观景，
建议大家错开拥挤点位。
1、2、3 号观景平台的海拔逐步升高，3
号最高。4 号观景平台位置最低，周围较空
旷，可看乡村美景。1 号观景平台可看日
落。2 号、3 号观景平台既可看日出，又可看
日落，天气晴朗时还可看距离成都几百公
里的雪山。
出行：可乘坐地铁 2 号线到龙泉驿地
铁站，然后徒步一小时左右上钟家山 3 号
观景平台，中途可抵达 1、2 号观景平台，经
3 号平台抵达 4 号观景平台。
也可在龙泉驿区音乐广场乘坐 870
路、872E 路、872D 路公交车上到观景平
台。或自驾前往，
但山上停车位有限。
2.318 国道沿线——藤原豆腐店
从 318 沿线一直到藤原豆腐店沿线有

许多民宿、农家乐，是网红打卡点，也是天
然的观景点。
出行：可自驾；也可在龙泉驿区音乐
广场乘坐 870 路、872E 路、872D 路公交车
上到沿线的民宿、农家乐。沿途车流量较
大，人车混杂，
请注意安全出行。
3.桃花故里景区
桃花故里景区有许多精品民宿，其露
台、屋顶都是很好的观景点。
出行：可自驾；也可在龙泉驿区音乐
广场乘坐 870 路、872D 路、872E 路公交车
到景区内的民宿、农家乐。沿途车流量较
大，人车混杂，
请注意安全出行。
4.红花村
红花村内有露营基地，也是一个很不
错的观景点位。
出行：路程较远，建议自驾，不建议徒
步。也可在龙泉驿区音乐广场乘坐 872E 路
公交车抵达红花村营地。

1.新见书山
可看雪山、城市景观
出行：可在龙泉驿区音乐广场乘坐 864
路公交车到美满村二组站下；
也可自驾。
2.金龙长城最高点金龙寺
群山环绕，日出美景、雪山胜景，美不
胜收。
出行：可在洛带客运中心乘坐 853A
路公交车到金龙长城站下车；也可自驾。
3.凉风垭
看雪山看猛禽，可以拍到天府新区与
贡嘎雪山同框。
出行：在龙泉驿区音乐广场乘坐 872E
路公交车到红花村 10 组站下。
4.等风来
网红打卡地，易出片。
出行：在龙泉驿区音乐广场乘坐 872D
路、
872E 路、
872A 路到山泉派出所站下车。
5.瞭望塔
观雪山看日出。
出行：在龙泉驿区音乐广场乘坐 872D
路、
872E路、
870路到花果村村委会站下车。
6.月亮碑
看日出，
观日落。

龙泉山日出（图据网友
“周优雅”
）
出行：在龙泉驿区音乐广场乘坐 872E
路、872A 路到凉风垭站下车。
此外，
距离较远的观景点位还有：
7.丹景山狮子宝观景台
站得高，
看得远，
可看日出看雪山。
出行：在地铁广福站乘坐 T32 路到天
灯小区站下车。
8.金堂龚家山观景台
沱江边的网红打卡地，
徒步、
露营、
观景。
出行：
建议自驾。

观日要做哪些准备？？

做好防疫，
错峰出行
1.物资准备
1）花露水、防蚊贴、蚊香；
2）厚衣物；
3）饼干、面包等食物；
4）充电宝。
2.出行建议
时间：每个季节，每天日出的时间都
不固定。春、夏季日出时间在 4：30~6：30。
欣赏自然景观有一定的运气因素，去之前
一定要看天气预报。
出行提示：山泉镇有许多民宿，可选
择头一晚在此住宿，第二天一早看日出。
错峰出行：当前“夜爬龙泉山”正处于
高热度时期，大家应理性对待，错开热度
时期、错开拥挤点位。
目前主要上山道路是国道 318，交通
极易拥堵，可从下面两条线路分流：
分流线路 1：从蜀都大道东一段经龙
泉立交桥、公园路、枇杷沟路至观景台，通
行时间最短，
车辆少，最为便捷；
分流线路 2：经成龙大道、成简快速 2
号隧道、红花旅游环线至红花村露营基
地，车流较少、原生景观，视野开阔，是最

早看见日出的天然观景平台。
3.这些安全措施要牢记
1）错峰游览，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有
序前往。
2）山上禁止野外用火，不要占用公共
区域，
保持过道畅通。
3）做好疫情防控，佩戴好口罩，尽量
不扎堆聚集，
保持安全距离。
4）爱护景区环境，不乱丢垃圾，绿色
文明出游。
4.交警提醒
自驾前往，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
务必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务必全程戴好安全头盔。
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
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
行驶，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
路两侧车辆和行人。
因人车流量大，易出现拥堵，交警部
门将根据交通实际情况，采取临时交通
管制措施，请广大驾驶员理解并配合交
警指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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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首个
“万象天地”
产品线

落户成都轨道陆肖 TOD

线和钟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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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日点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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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肖 TOD 实景图 图据成都轨道集团
5 月 13 日，成都轨道集团发布消息称，其下属
专司 TOD 综合开发的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已与
华润万象生活达成合作，将在陆肖 TOD 引入“万象
天地”产品线，这意味着西南首个“万象天地”产品
线将落户成都。
华润万象生活是世界 500 强企业华润集团旗
下战略业务单元华润置地的成员公司，是国内领
先的物业管理及商业运营服务商。其商业运营服
务以“购物中心+新零售业务”为核心，聚焦高端与
品质购物中心赛道，以“万象城”
“万象天地”
“万象
汇”三大商业产品线以及运营管理能力为竞争力，
与近 5000 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
“万象
天地”产品线是华润万象生活继“万象城”
“ 万象
汇”之后创新推出的商业产品线，聚焦一线及二线
高能级城市核心地段，面向年轻及潮流人群，打造
融合城市精神文化的潮流策源地。

共建公园城市 TOD 项目旗舰
不同于传统商业“盒子式”的建筑形态，
“ 万象
天地”产品线以“街区+MALL”的商业空间，尝试城
市开放街区与商业融合，
构筑城市文化潮流地标。
“陆肖 TOD 在策划之初，就定位以轨道交通引
领、以公园社区为特色的城市中央活力区。”成都轨
道城市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 引入‘万象天
地’产品线，是我们与华润万象生活加速区域迭代
升级、合力建设城市新地标的一次有力实践。”
目前，
全国已开业两座万象天地，
分别位于深圳
市南山区和西安市曲江新区核心地段。其中全国首
个万象天地产品——深圳万象天地于 2017 年开业，
囊括了众多全球旗舰形象门店，
成为深圳潮流地标。
西南首个“万象天地”产品线将充分发挥轨道
TOD“人城境业”高度融合的特性，延续 MALL 与开
放式街区有机融合的模式，
以先锋潮流、
时尚引领为
特色，
领衔新一代商业产品升级的漫步式人文商业。

打造全新定义的理想生活方式
落户陆肖 TOD 的西南首个“万象天地”产品
线，
将承载哪些期待？
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落地
陆肖 TOD 的“万象天地”产品线，在尊重原产品“街
区与 MALL 融合”的标准化设计基础上，发挥 TOD
地下空间互联互通、人车分流的优势，通过下沉广
场、空中连廊等，实现消费空间与社交空间的相融
相促。
据悉，为全力推动西南首个“万象天地”产品线
的高质量呈现，双方还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和专家团
队，已经从建筑设计、商业定位研策、商业招商运营
等多个方面，
深度参与项目推进。
“不止是‘万象天地’产品线，前期我们引入的
西南首座专业化体育综合体——中体城也在加快
建设中。当前，陆肖 TOD 的商业业态正在不断丰
富，还将持续引入写字楼、星级品牌酒店等多元业
态。”成都轨道城市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域
TOD 的建设规模已经成型成势，今年轨道 TOD 的
关键词是“呈现”，
“要加快把‘产业优先、功能复合、
站城一体、生活枢纽、公园城市、文化地标’的 TOD
理念落地见效，以实打实的‘精品力作’有力回应城
市和市民的期待。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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