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创建天府旅游名县

内江东兴 文化活起来 旅游旺起来

老街升级“活”出新生机

沱江之畔，拾级而上的东兴老街，
仿佛一扇记忆的窗口。

向外眺望，繁华都市近在眼前；转
身回眸，口岸盛景恍如昨日。

东兴老街，内江城市的发祥地。
据《内江县志》记载，此地系北部进城
的水陆交通要道和商贸口岸，距今已
有千年历史。而今，高耸的串架山墙、
斑驳的粉墙门窗，仍讲述着内江深沉
的历史文脉与岁月沧桑。

为守护老街记忆，早在2010年，
内江市东兴区就按照“修旧如旧、传承
历史文化、重现原始风貌”的原则对东
兴老街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老街全
长250米，不仅沿袭了马头墙、盔顶结
构、窗花户棂等清代建筑风格，还保持

了老街原街巷的尺度和院落功能。
改造后的老街藏身闹市，却不突

兀。茶肆、酒馆、戏台等原有形态，散布
其间。品一杯老茶，呷一口酥香，老街的
生活依然鲜活，只是浸染了缓慢的时光。

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为了让
东兴老街“活”出更加绚丽的色彩，2019
年，东兴区将老街升级改造列为重点建
设工程。改造将从绿化培植、景观提
升、业态培育等全面入手，这也意味着，
内江城区这条唯一展现内江历史文化
缩景的老街，将迎来蝶变新生。

就在近日，内江召开了东兴老街
记忆馆展陈布展座谈会。会议提出，
要深入挖掘东兴深厚的文化底蕴、民
风民俗，在老街打造记忆馆，充分展示
张大千、范长江等文化名人、大千书画
艺术、制糖文化、码头文化及乡村传统

手工艺等文化精髓。
利用5D技术还原老街业态及历史

原貌，利用3D建模动画宣传片按比例
还原，让每位游客亲历甜城文化的穿越
之旅，了解老街深厚的历史文化符号。

同时，开展各种文艺演出活动，通
过川剧、腰鼓、舞狮、火龙等民间艺术的
展演，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按照规划，升级改造后的东兴老街
将高度再现“一街一桥一码头”的往昔，
重现沱江的老黄桷树、雨后的青石板
路、熙熙攘攘的老浮桥、叶儿耙飘香的
街道、走街串巷的小贩等老街记忆。

4A提档强化支撑

老街升级改造，无疑是东兴区争创
天府旅游名县的一个新的吸睛点。

今年年初，四川省发布消息，将通
过5年努力，建成50个天府旅游名县。

东兴区角逐这块“金牌”，可谓卯
足了劲——他们不仅有东兴老街的强
势崛起，更有两个4A级景区的强力支
撑。

在灿若星辰的内江才俊中，被誉
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以其卓
绝的才情独步画坛，而“大千故里”东
兴，也因此享誉世界。

为纪念这位世界艺术大师，早在
1992年内江便修建了张大千纪念馆，
并在此基础上依山就势，建成了大千
园旅游景区。

历经数次修建和完善后，如今的
大千园不仅实现了在面上扩容，也在
质上得到了提升。大千园旅游景区拥
西林神韵，抱沱江风光，充分整合了张
大千故居、张大千美术馆、张大千博物
馆、太白楼、邱笑秋艺术馆、魏明伦碑
文馆、西林古寺、鹭澜洞崖墓群、西林
古渡等历史文化遗存和园林绿地，实
现了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的交相辉
映，成为一处以书画文化、名人文化、
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美食文化为主
题，涵盖了汉、唐、宋、明、清诸多文物
古迹的文化旅游景区。

东兴的另一个4A招牌，同样来自
一位名人——范长江。

坐落于新闻巨子范长江故乡的东

兴区田家镇，长江现代农业园区即便
在秋日里，仍然彰显出一派生机。桂
花飘香、玫瑰绚烂，文农旅融合的协
奏，助推着东兴的乡村振兴。

长江现代农业园区是围绕打造“长
江”文化旅游品牌，以范长江文化旅游
园区为核心，通过农业与旅游、教育、文
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逐步打造形
成的融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农产品集散
与加工、国家4A级景区和爱国主义教
育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园区。

修缮一新的范长江纪念馆，无疑
是长江现代农业园区的核心。纪念馆
通过模型、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还原
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全面展示了范长
江追求真理、践行真理、奉献真理的长
江精神，成为了东兴区和内江市对外
开放的文化窗口和文化名片。

全域发力文旅融合

从东兴老街的嬗变，到大千园、范
长江文化旅游园区的升级，无不折射
出东兴区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用心。

“推动文化和旅游发展是全面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项具
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大任务。”东兴
区委书记徐炼英表示。

近年来，东兴坚定贯彻落实内江

市委、市政府关于文旅发展的各项决
策部署，坚持把发展文旅产业，壮大文
旅经济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抓手，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扎实
推进文化旅游事业发展。

目前，全区已成功创建国家4A级
旅游景区2个、国家3A级旅游景区1
个、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个、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1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
乡镇2个，接待游客超过230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70多亿元。

长江现代农业园区、小青龙河休
闲绿道、高梁荷花谷等一批乡村旅游
项目陆续亮相；谢家河湿地、清溪湿
地、花萼湿地、滨江生态廊道等一批城
市变景区项目先后建成。全区初步形
成了“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镇
一天地、一城一风光”的全域旅游大美
新格局。

用好用活既有的优势资源，以争
创天府旅游名县为契机，东兴紧扣
建设全省经济强区、内江全域开放
门户和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的定位，依托“两个新城、三大园区”
建设，坚持事业与产业相统筹、保护
与开发相协调、融合与创新相结合、
质量与效益相统一，正着力把文化
旅游培育为全区经济发展支撑产业
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美丽经
济。

为此，东兴谋划了“一核两区三带
四组团”的布局，来推进全区文化和旅
游发展。

“一核”即大千文化城市核心。“两
区”指范长江文化旅游度假区、高梁生
态休闲体验区。“三带”是沱江东岸滨
江休闲带、小青龙河乡野游憩带、清流
河生态观光带。“四组团”则是椑木文
旅休闲度假组团、双才乡村休闲旅游
组团、丈雪文化旅游体验组团、团结湖
生态休闲度假组团。

通过全域发力，东兴将实现文化
影响力、旅游吸引力、文化旅游供给
力、文旅产业竞争力明显提升，并经过
5年努力，建设成为四川省重要旅游目
的地和成渝经济区新兴休闲度假旅游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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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东兴，成渝之心。

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国

画大师张大千和新闻巨子范长江的

故里。

深厚的人文积淀，将东兴孕育成一

座充满艺术韵味的文化古城，也为其文旅

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创建四川省天府旅游名县为

契机，东兴正加速推进“一核两区三

带四组团”的文旅产业发展布局，文

化“活”起来、旅游“旺”起来、文旅经济

战略性产业“壮”起来，建设全省重要

旅游目的地和成渝经济区新兴休闲

度假旅游目的地。

日新月异的东兴区

东兴老街看大戏 摄/屈玉徽 今年建成开馆的张大千博物馆外景 摄/杨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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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引领美好出行生活
多款重磅新车亮相

9月5日，备受瞩目的2019年第二十二届成都国际汽车博览会（下称“2019成都车展”）开幕。上汽通用汽车携旗下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三大品牌多款全新上市车
型闪亮登场，融合互动体验和创意布展，展现科技与产品创新的最新成果，引领美好出行生活。

凯迪拉克CT5首发亮相

继身着“斑马纹理”车衣出现在成
都多处地标之后，备受期待的凯迪拉
克CT5于本届成都车展首次公众亮
相，成为车展聚光灯下最瞩目的“人气
焦点”。作为凯迪拉克布局中型豪华
轿车市场的全球战略车型，CT5基于
全新一代轻量化豪华后驱平台打造，
首次搭载通用汽车全新一代电子架
构，将惊艳突破的造型设计、细腻精妙
的座舱布局、卓越精准的驾控感受以
及革命性的移动互联新体验完美融
合，创造出令人惊艳的豪华感官新体
验。

得益于全新一代轻量化豪华后驱
平台带来的50:50完美车身比例，凯
迪拉克CT5的整车外观设计堪称凯迪
拉克轿车造型的风向标。长车头、短
前悬的设计与修长、低俯的车身巧妙
融为一体，营造出优雅而灵动的车身
姿态，延伸至C柱上独特的阿尔法钻
石折角，勾勒出清晰的溜背式轮廓。
全车周身紧绷而又极具雕塑感的特征
线不仅使整车散发出一种蓄势待发的
强大气场，更是对凯迪拉克“艺术与科
技”设计哲学的绝佳诠释。新车以傲
视同级的 4924 毫米×1883 毫米×
1453毫米车身尺寸，实现了惊艳外观
设计和精妙车内布局的和谐统一。

凯迪拉克CT5将延续品牌双外观
设计策略，推出风尚版和运动版车型，
为新生活精英带来新豪华格调之选。
风尚版车型标志性的星爆式前格栅搭
配整车多处光亮镀铬设计元素，彰显
非凡格调。运动版车型致敬V系列高
性能车系，经典的V型网眼前格栅饱
含力量感，且兼备优异的空气动力学
表现，专属的蓝色制动卡钳与丰富的
熏黑饰条相得益彰，呈现出与生俱来
的运动气质，透明罩壳运动尾灯则投
射背影光芒，突显动感的车身姿态。

作为凯迪拉克豪华后驱轿车型谱
上的重磅产品，CT5将于今年四季度

上市。它将以优异的性能与优雅刷新
豪华后驱轿车定义，并进一步夯实凯
迪拉克产品矩阵，成为引领凯迪拉克
持续进击中型豪华轿车市场的一股新
生力量。

全新别克威朗引领风潮

刚刚上市的全新别克威朗，凭借优
雅精致的运动外观、先进的驱动科技以

及迭代升级的车联技术，成为别克展台
最抢眼的明星车型。全新威朗展现了
别克品牌对新时代年轻消费者审美诉
求和价值取向的理解和把握，为主流年
轻消费者带来焕然一新的体验。

全新威朗的外观造型基于别克最
新家族化设计语言打造，将优雅气质和
动感锋芒融合一体。新车首次采用“三
维展翼立体美学”设计理念，彰显出别
克威朗与生俱来的运动气质和蓄势待

发的力量感。车身尺寸为4723毫米×
1802毫米×1466毫米，轴距达到2700
毫米，配合两片式全景天窗，带来宽敞
舒适的乘坐体验。搭载通用汽车最新
Smart Propulsion智驱科技，进一
步强化了“天生爱跑”的动感基因。新
车全面换装通用汽车第八代Ecotec
1.3T/1.0T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全新CVT智能无级变速箱/6速DSS
智能变速箱，在动力性能、换挡平顺性、

节能环保以及可靠性方面展现出明显
优势。此外，全新威朗全系满足“国六
B”排放标准，并享受动力总成8年或
16万公里超长原厂质保，全面提升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用户体验。

对于年轻用户群体来说，科技氛围
同样十分重要。全新威朗搭载了迭代
升级的别克eConnect 2.0互联技术，
全系标配8吋高清触摸屏，支持OTA
远程升级、Apple CarPlay 和百度
CarLife手机映射等车联功能，高配车
型还支持Super ID超级账号。配合
车载原装集成的4G LTE Wi-Fi热
点和大流量、无捆绑、不限速的每年
100G“OnStar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
身免费”服务，全新威朗与“互联网一
代”年轻用户的生活习惯无缝对接，带
来可迭代、个性化、更友好的车联体验。

作为别克品牌布局中级车市场的
重磅产品，全新威朗以全面革新的产
品力，为“天生爱跑”的产品基因注入
新的内涵，进一步满足年轻消费群体
高价值、个性化的用车需求，并引领中
级运动轿车新风潮。

雪佛兰创界实力护航

9月5日全新上市的雪佛兰精悍
新锐SUV创界Trailblazer也惊艳亮

相雪佛兰展台。作为通用汽车新一代
全球车型，创界共推出包括Redline
尚·红系列及RS系列在内的5款车
型，售价13.99万元至17.99万元。以
Smart Propulsion智驱科技打造高
效动力系统，搭载第八代 Ecotec
435T智能直喷涡轮发动机，全系满足

“国六B”排放标准；配备全面升级的
“第二引擎”全新一代MyLink+智能车
载互联系统以及先进的智能科技安全
配置，具有同级领先的产品实力。

创界承袭了雪佛兰以“生命力美
学”为核心的全新一代家族设计语
言，充满肌肉感的线条与极具辨识度
的家族式双格栅设计、流畅而平滑的
悬浮式车顶设计、Boxing车身折线
等前卫元素融合雪佛兰经典SUV造
型，塑造出创界纯正的美式SUV形
象。全系标配的星耀LED日行灯、星
锐LED尾灯以及创新采用的魅夜分
体式LED大灯，大幅提升创界的照明
范围。

优异的2640毫米轴距及接近全
平的后排地板设计，令后排乘客享有
领先同级的膝部、腿部空间与乘坐舒
适度。

雪 佛 兰 创 界 搭 载 第 八 代
Ecotec 435T（1.3T）智能直喷涡轮
发 动 机 分 别 匹 配 9 速 HYDRA-
MATIC®手自一体变速箱与 CVT
智能无级变速箱两款成熟高效的传
动系统，为新锐群体带来更纯正的
SUV 驾 控 体 验 。 其 中 ，第 八 代
Ecotec 435T智能直喷涡轮发动机
基于通用汽车“单缸最优”理念开
发，实现高性能、低油耗的同时，轻
松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与之匹配
的 9 速 HYDRAMATIC®手自一体
变速箱，为创界带来百公里加速9.3
秒、百公里油耗 6.7 升的优异成绩；
创界匹配的另一款CVT智能无级变
速箱，则是目前国内首款采用钢链结
构的横置前驱式CVT变速箱，搭载
该动力总成的车型，百公里加速仅需
9.1 秒，而百公里油耗更是低至 5.9
升。

新锐，是冲破界限的果敢，亦是力
求不凡的态度。雪佛兰精悍新锐
SUV创界将凭借更强劲的动力性能、
更精准的操控表现、更优异的燃油经
济性，以全面领先同级的产品实力为
新锐群体带去不断前行的力量与勇
气。不断扩充的雪佛兰SUV家族，也
将以更强悍的产品阵容，陪伴年轻消
费者们一起迎接未知挑战。

廖咏雪

凯迪拉克CT5

全新别克威朗 雪佛兰精悍新锐SUV创界Trailblaz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