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天 府 新在 天 府 新
区的规划理念区的规划理念
中中，，生态环境保生态环境保
护被放在最重护被放在最重
要的位置要的位置，，天府天府
新区将被建设新区将被建设
成为宜业宜商成为宜业宜商
宜居的生态型宜居的生态型
新区新区。。

在 天 府 新在 天 府 新
区区，，可以说可以说，，公公
园园、、绿地和水体绿地和水体
星罗棋布星罗棋布。。尤其尤其
是各种大大小是各种大大小
小的公园小的公园，，不仅不仅
提升了城市的提升了城市的
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为居为居
住其中的市民住其中的市民
提供了舒适提供了舒适、、绿绿
色健康的休闲色健康的休闲
之地之地，，还能拉动还能拉动
城市建设与产城市建设与产
业发展业发展，，让天府让天府
新区的居民们新区的居民们
享受公园式生享受公园式生
活活。。近日近日，，天府天府
之声记者实地之声记者实地
探访了已经建探访了已经建
成和正在建设成和正在建设
中的公园中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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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天府 公园式惬意居住生活
新区大大小小的公园提升城市形象，为市民提供绿色健康的休闲之地

我们的节日——新区的端午
新区各街道举办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市民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万安体育公园，位于天府新区成都直
管区万安街道高饭店村和大石社区辖区
内，交通便利，地处红星路南延线与麓山
大道交接口，天保路万安高饭店村路口，
是由政府主导，成都万华地产投资打造
的占地257亩、投资7000多万元的市政公
园。公园毗邻 4300 余亩的麓山国际社区
草坪别墅，公园内设有健身房、室内羽毛
球馆、乒乓球馆、五人足球场、篮球场、户
外游乐场、文化广场、湖畔茶坊等经营业
态以及众多的公共免费休闲设施，让竞技
与休闲、文化与娱乐、建筑与自然完美结
合，是广大市民群众锻炼健身、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是让你的身心畅享惬意，感受
天然大氧吧的生态公园。

一整块大理石，上面雕刻着“万安体
育公园”几个大字，一个五环图案构成了
公园的开放式大门。在公园里，除了常规
的绿树和坐椅，设施非常齐全，这里有健
身房，让你告别会议室，告别电脑桌，在私
人教练专业指导下挥汗如雨，享受属于自
己的有氧空间。这里还有羽毛球馆、乒乓
球馆、篮球场，让你可以脱掉西装，换下皮
鞋，与朋友一起在汗水中轻松微笑。在户
外游乐场里，你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收获童
年的快乐，在各种游乐设施里尽享最美好
的亲子时光。你还可以在文化广场跳跳
舞，在公园里骑自行车、慢跑、轮滑，在这
里，一座公园，是一种生活。

一大片碧绿清澈的湖泊，湖边
有着各色的野花，不时有水鸟飞过，
湿地的特有景观，让人觉得生机勃
勃，位于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天府
商务区的天府公园，整个设计以水
为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吸引着
无数人的目光，也成为天府新区的
新客厅、天府新城的景观门户和文
化名片。

天府公园位于天府大道两侧，
正公路以南，福州路以北区域，分两
期实施，总面积为 1.5 平方公里，其
中，一期实施面积为1.17平方公里，
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最宽处1.5公
里、最窄处900米。项目建设内容包

括游客中心、地下停车场、绿化及配
套工程、水体工程、景观堰、道路及
广场等。公园水体面积约 44.3万平
方米，经东风渠，从老南干渠自流引
水，经青里沟排水至鹿溪河。

天府公园分为滨水湿地、多功能
游憩、滨水广场、湖滨风情景观、休闲
体验、生态体验区6个区。园内服务
建筑有配套管理、游客服务、运动体
验、地下停车、地铁出入口、临时服
务点等。周边规划了金融、商务、国
际会展、国际交流等高端服务业，公
园设计与周边功能紧密联系，成为天
府新区核心功能的新触媒。天府之声
记者 柯娟 摄影记者 王天志

成都科学城可以说是天府新区
最抢眼的一张名片，作为创新研发产
业功能区起步区，成都科学城计划打
造成吸引央企、跨国公司科研中心和
知名高校院所的集聚地，不仅处处是
创新、科技，环绕兴隆湖而建的成都
科学城还充满了绿色，生机盎然，其
中，山地公园就像成都科学城里的一
颗“小珍珠”，不仅点缀了环境，也给
以后在科学城工作生活的人们提供
了休闲去处。

沿着天府大道一路往成都科学
城方向，山地公园就在道路的一侧，

目前还在施工之中，在一处小山包
上，有凉亭，有绿道，在绕湖走一圈
后，你还可以沿着登山步道爬一爬
小山，在山顶上可以远眺整个科学
城和兴隆湖的美景。

成都科学城山地公园项目总用
地面积约 122167 平方米，由天府大
道东西侧两块地组成。东侧地块位
于天府大道南宁路立交东南角，兴
隆湖水闸以北，规划用地面积约
96655平方米。西侧地块位于天府大
道西侧规划公园绿地与山地公园连
接，规划用地面积约25512平方米。

万安体育公园：
有氧生活的倡导者

山地公园：成都科学城的“小珍珠”

天府公园：天府新城新名片

端阳也称端端阳也称端
午午，，是我国的传是我国的传
统节日统节日。。在端午在端午
小长假期间小长假期间，，天天
府新区各街道府新区各街道、、
各社区围绕各社区围绕““我我
们 的 节 日们 的 节 日··端端
午午””这一主题这一主题，，
举办了丰富多举办了丰富多
彩的节庆活动彩的节庆活动。。

端 午 节 期端 午 节 期
间间，，有的社区开有的社区开
展了慰问老人展了慰问老人
的活动的活动，，志愿者志愿者
放弃休息放弃休息，，纷纷纷纷
走进养老院走进养老院、、社社
区区，，为孤寡老人为孤寡老人
等送去慰问和等送去慰问和
祝福祝福；；有的社区有的社区
开展谈家训树开展谈家训树
家风的活动家风的活动，，有有
的社区则是召的社区则是召
集左邻右舍一集左邻右舍一
起亲手包粽子起亲手包粽子
…… 不 同 的 节…… 不 同 的 节
日都只有一个日都只有一个
主题主题，，就是为市就是为市
民送上温馨的民送上温馨的
节日祝福节日祝福，，也让也让
人们在欢乐的人们在欢乐的
氛围中感受传氛围中感受传
统节日的魅力统节日的魅力。。

6月7日，由合江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主办，合江街道志愿者协会承办的“传承
文明·粽情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热烈
开展。来自社区的居民和志愿者，共计200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当晚7点半，随着夕阳眷恋地洒下最后
一抹余晖，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首先是热
火朝天的5分钟“包粽子大赛”，只见志愿者
一人喊号排队，一人筹备计时，在小红帽的
一声令下，糯米、粽叶和棉线在阿姨、爷爷奶
奶们手中灵巧地翻飞折叠，变幻出一个个精
巧可爱的端午香粽。当然也有略显生疏的，
比如4号的王阿姨情急之下竟用牙咬起了
棉线，引得一旁的群众哈哈大笑，直呼“王大
姐，你不要着急嘛，时间还久……”

接下来是如火如荼的“套圈大赛”趣味
游戏，只见一位大爷猫着腰，微睁着眼，准
头瞄了又瞄，“咻”地扔出一个小黄圈，“套
中了！套中了！”大爷还没来得及看，围观群
众先报出了喜讯，“大爷好厉害，快去领张

奖券，兑换一把艾草……”
“哈哈哈，大姐你不能因为害

怕乒乓球掉下来就不走啊！”一阵
哄堂大笑将大家视线拉向了30秒

“端乒乓球走”游戏区，只见一位大
爷早已到达终点，一位阿姨仍在原
地徘徊，好不容易才在大家的鼓励
下迈开了步子……

三项活动都参加了的袁奶奶喜

笑颜开地对志愿者说：“现在街道的
节日活动真好啊，既让我们参加了
活动，又得到了奖品，还把端午节过
得有滋有味，下次活动我还来！”

据悉，本次活动是合江街道
“我们的节日”主题系列活动内容
之一，既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又增加了节日氛围，传递了社
会正能量。

永兴：
做游戏赢奖券 换得艾草和香包

6月6日，永兴街道在篁筱广场
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志愿
服务活动。

活动的开始是进行了包粽子比
赛，居民6人一轮，在规定5分钟时间
内包多少粽子就带走多少，锦竹上苑
的李阿姨，5分钟包好了10个粽子。

为了传承端午挂艾草、佩戴香包
的传统习俗，活动还准备了游戏环
节，居民朋友们通过做游戏赢奖券，
换得艾草和香包。在游戏“奔跑的端
午”中，70 岁的钟奶奶，手握乒乓球
拍，小心翼翼地将球拍上的乒乓球从
起点运送到 10 米外的终点，在计时
最后一秒到达终点，当裁判喊出“停”
字时，钟奶奶欢呼着“过了，过了”，开
心地从志愿者手中接过兑奖券，换得
一束艾草。游戏环节中充满着紧张与
喜悦，居民们说说笑笑，沉浸在欢乐
的海洋中。

三星：
粽叶飘香 携手共进

6月7日，三星街道办文化站协同
云崖村志愿者服务站组织了以“共建
天府新区·共享幸福三星”为主题的百
姓文化舞台暨云崖村端午专场文化汇
演。活动以传统节日端午节作为契机，
将志愿者服务精神融入其中。

6 月 8 日，三星场镇社区组织志
愿者在居家养老中心包粽子，并将亲
手包的粽子送给孤寡老人、高龄老
人、残疾老人等。同日，三星龙星村志
愿者服务站，双堰村志愿者服务站开
展了慰问活动，两村志愿者分别前往
各村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家里送去
了节日的礼物。

通过这次志愿者活动，增进了大
家对端午节传统文化的了解，使民族
精神得以传承，也获得了村、社区众
棕的一致好评。叶欣颖 天府之声记
者 施斌 柯娟 摄影报道

合江：
包粽子大赛 情急之下竟用牙

万安体育公园是广大市民群众锻炼健身、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山地公园处处绿色，生机盎然

生机勃勃的天府公园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

兴隆举行庆端午趣味活动

华阳街道将军碑社区举办包粽子活动，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6月18日，位于天府新区成
都直管区的益州国际广场的无
禅美术馆开馆迎客。无禅美术
馆馆藏了无禅先生260余幅绘
画、书法、陶瓷、扇面、篆刻等作
品，令各界人士在美术馆内大
饱眼福。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国
家博物馆征集部主任、青铜器
鉴定专家史希光先生等7位国
家级文博专家也为支持无禅美
术馆的开馆，在成都举办了一
场公益鉴宝活动。吸引了成都
一百多位藏友持宝前来，让专
家们帮忙鉴定自己的藏品。

天府之声记者 柯娟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6月16日，天投集团举行

“为党旗添光彩、为新区建功
业·争当新区拓荒牛、勇做新区
党员先锋”演讲比赛。天投集团
各部门、各子公司及项目一线
部分党员、群众代表共计100余
人参与比赛活动。

通过此次比赛，有力地促
使集团及项目一线全体党员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有
力推动集团及项目一线“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在全
集团及项目一线形成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比学赶帮超的浓
厚氛围，并有力促进集团“项目
攻坚年”和“精细化管理”各项
工作目标任务的实现。
天府之声记者 施斌 摄影报道

天投集团举行演讲比赛

新区无禅美术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