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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下午，沙湾沫若戏剧小镇剧场里灯

光四射、人气火爆。在这里，立事达·达客会五

周年庆典暨2021美好生活发布会正式启幕。

活动现场，旋律欢快的管乐团演奏《欢乐

颂》《歌声与微笑》《我和我的祖国》拉开演出

序幕。随后，滟澜洲时尚、颐养、成长生活圈展

示的《活力跃蹦》《旗袍秀展》、街舞《炸炸

炸》将全龄段乐活精神体现的淋淋尽致，赢得台

下掌声连连。与此同时，现场一波波福利也同时

开启，不仅为庆典增添了几分乐趣，也让诸多业

主感受到立事达·达客会的暖心回馈。除了欢歌

笑语，现场庆典上还成举行了旗袍社群成立仪

式、2021年美好生活起航仪式、达客会五周年生

日祈愿仪式，为立事达的业主、客户，构建更具

领先品质的全龄美好社区生活，创造房子之外的

更大的附加值。

“平日里在达客会的组织下，参加了一次次

轻松愉快的活动，收获了一次次充满意义的课

程。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找到了精神聚集地，也

找到了久违的归宿感。”旗袍社社长周秀容告诉

记者，旗袍社社群里平均年龄58岁，其中年龄最

大的71岁。“加入达客会社群后，切身体会到了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美好生活。”

“成立于2016年的达客会，5年来不断为业

主们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服务和福利，丰富了业主

的业余生活，收获了满满惊喜，同时，也让大家

在这里交到了更多的朋友，开启了更美好的生

活。”立事达业主周秀林坦言，最为感动的是达

客会为孩子们举行的宝宝生日宴，充满仪式感的

生日宴，记录下了宝宝独一无二的成长瞬间，成

为孩子成长中最为珍贵的回忆。“不一样的生活

体验给予了大家太多难忘的回忆，未来的美好与

烛光一起点燃，相信立事达·达客会将会为业主

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过去，房子是很多人生活的全部。美好

生活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从来没有思考过。”立

事达·达客会美好生活分享人廖敏表示，真正的

美好生活应该是物质、精神、情感三个层面全方

位的需求。房子只是生活的载体，而居者的体验

与感受，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标准，也是决

定居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让生活享受美好，

是立事达·达客会创建的初心，也是对每个滟澜

洲居者许下的承诺。”

自2016年立事达·达客会成立以来，相继呈

现乐活社群、乐活学院、社区文化、会员线上服

务等服务体系。5年来，成立了九大乐活社群、

29个微信会员群（5000人）、近3000名乐活社群

成员。并开展节日庆祝、上门关怀、赛事、讲

座、课程、福利赠送等活动，435场线下活动吸

引了90000余人次参与，166次线上互动吸引了

100余万人次参与。与此同时，还为2502个孩子

举办了庆生活动、为1628位高龄老人庆祝寿辰、

为2122位老人送上寿礼及诊疗关怀……廖敏感

言，5年，1825天，28500个家庭见证着我们的成

长。如今，立事达·达客会正用真诚和努力为业

主们勾勒出美好生活版图，成为一个构建在真实

的场景体验和真实的人际关系之上，以热爱为驱

动力，以同频为链接点的客户生活平台。廖敏表

示，为了进一步提升空间为人们带来的美好的体

验和感受，2021年，立事达·达客会将焕新呈现

美好空间计划、社区节日计划、优享服务计划、

共享共治计划、超级会员计划，继续为美好生活

提供阵地保证和支撑。让每一个居者，回归精神

与情感的原乡。

美好生活起航

5年，1825天，28500个家庭

立事达·达客会五周年庆典
暨2021美好生活发布会启幕

美好生活到底是什么？

于立事达·达客会而言，真正的美好生活是物

质、精神、情感全方位的需求。“房子只是生活的

载体，而居者的体验与感受，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

唯一标准，也是决定居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这

也是立事达·达客会创建的初心。

■ 本报记者 杨莹/文 马煜航/图

         

“让生活享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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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助推2021届毕业生就业

工作顺利开展，3月27日，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与四川

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2021年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四川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招聘会暨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

院2021届毕业生就业双选会”在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举行。

学校领导亲临双选会现场，与用人单位代表亲切交流，询

问人才需求、行业发展及毕业生应聘等情况。各系、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及辅导员、就业创业课程教师到现场帮助学生推荐

工作和提供求职指导。

此次双选会，共有226家优质企业携11039个岗位现场招

聘，3000余名学子到场参加招聘。双选会用人单位涵盖制造

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教育业等17个行业。其中以

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

德胜集团钒钛有限公司、中国五冶、四川邦泰集团、网易有道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企业与学校建立起了务实多样、高

效便捷的交互桥梁，满足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的双向需求。

双选会期间，学校还组织了“点亮生涯”职业指导进校园

活动。邀请了四川省“互联网+职业指导”专家团团长胡珍剑

女士在内的6位专家来校开展生涯大讲堂、首届“点亮生涯”

大学生生涯规划大赛赛前指导、招聘会现场“一对一”咨询服

务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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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渠道 助推就业拓宽渠道 助推就业拓宽渠道 助推就业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举行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举行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举行
 ■ 本报记者 高瞻 文/图  实习生 曹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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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暨首场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报告会在大礼堂召开。学校党委委员、领导班子成员，各单位（部门）党政负责

人及全体教职工党员、学生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学校党委书记柯崎主持。

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上

级党组织关于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议精神，并对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行部署。

柯崎在动员讲话中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重要举措；

是我们在迎接建党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应当自觉接受的思想洗礼；是我们党员干部必

须扛在肩、走在前的光荣使命。

柯崎强调，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学习重点才能取得实效，要有三个“注重”。注

重与理论体系相融合，全面系统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注重与自身特点相结合，因地

制宜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注重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分类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柯崎指出，要强化责任担当，确保党史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推动工作，要对标对

表、推动实践、紧扣实字、注重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切实把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到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攻坚、推动创新发展上来，让初心薪火相

传、把使命勇担在肩，奋力创造新时代新业绩，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和庆祝建党

100周年。

随后，学校基础教学部思政教研室主任王光同志以《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与宝

贵经验》为主题作了专场报告。他从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坚持党的领

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3个方面展开，报告深入浅出，内容丰富。引起了在场全

体师生党员同志的强烈共鸣。

最后，柯崎就学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

以及基地、学校学党史相关活动安排，努

力把党史学习教育的各项目标任务切实转

化为共同的认识和坚定的行动；二要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国核工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关于高

等教育工作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作为推动

生产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

程，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

得；三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更好统筹解决

基地学校事业改革发展突出问题紧密结合

起来，努力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龚于洪/文  贾玉成/图



“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又到了紫藤花开

的季节。

来到乐山城区凌云路半山处（八仙洞宾馆），此

处的紫藤花开正艳，整个房子都被紫藤所笼罩，屋顶的

紫藤更如瀑布般流淌。远远看去，如同童话中的小屋一

般梦幻。在这里，大片的紫藤花已爬满了墙，串串紫藤

花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周末带上

三五好友，穿过浪漫满满的紫藤长廊，随手一拍都是大

片。

满眼里炸开的紫藤萝花神秘而浪漫，高贵又内

敛，如一缕晨雾炊烟的温柔，似一帘春雨夏风的婉约。

与此同时，中心城区肖坝片区大渡河畔的紫藤长廊,以

浪漫著称的紫藤花已陆续盛开。一串串蝴蝶形状的紫藤

花垂直向下，仿佛一串串紫色风铃悬挂在空中随风摇

曳，韵味十足。在长廊中闻香小憩，或拍照打卡，都很

惬意。

TIP:乘坐公交车在乐山大佛站下车后，往粮食

储备库方向步行数百米上山，在半山处便能看到爬

满右侧山体的紫藤花海。

紫藤的花期很短，一般只有十天左右，想要来

赏花的朋友，要赶快加快脚步哦。

最美人间四月天。

历经了一整个酷寒的冬

天，春光的“诱惑”终

于展现在世人面前。生

命的力量，也在这春意

盎然的季节里，毫无保

留地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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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油菜花、桃花……都看过了，还是不尽

兴？那小编向大家推荐“紫色瀑布”——紫藤花。当

唯美浪漫的紫穗悬垂，你怎能错过这一帘幽梦？

“紫色瀑布”刷屏朋友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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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途

出行指南

地址：关庙雷沟村

路 线 ： 导 航 雷 沟 村 即 可 ， 或 乘 坐 5路 公 交 到 终 点

站——关庙乡站后，徒步3.8公里到达雷沟村。

玫瑰庄园

走进玫瑰庄园，五颜六色的玫瑰花海，形成震撼的花

田，穿梭在浪漫的花海中，与翩翩蝴蝶为伍，花香阵阵，美

不胜收。在这里，各式各样的玫瑰竞相开放，粉色、黄色、

红色，小如乒乓球，大如绣球……一丛丛、一片片、一簇

簇、一群群争奇斗艳，对于喜欢鲜花的小伙伴们来说这就是

梦幻之境。

B

出行指南

地址：峨边五渡镇先锋村

路线：导航“峨边天缘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即可

到目的地。

咨询电话：18908139074    

天缘牡丹小镇
人间芳菲四月未尽，暖风轻抚，一朵朵牡丹、芍药正悄然

绽放，翩翩然彷若洛神仙子。漫步于小镇中，有种误入人间仙

境的感觉。姚黄、二乔、魏紫、红的、白的、紫的……数十品

种的牡丹，伴随着山泉般的空气，花香萦绕，令人如痴如醉。

在这里，除了赏牡丹还能尝牡丹宴，住山中小屋，和亲朋好友

一起，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韵。

出行指南

地址：双福镇塘坊村简陋·田野

简陋田野

走进“简陋田野”，清新淡雅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

古韵十足的园区内，绣球花、三角梅、荷花、映山红、紫

藤花等繁花盛开，简约而不简单的田园风情，引得市民游

客相约“打卡”。闲庭漫步中，不同年代的老物件映入眼

帘，满满的回忆与乡愁。偶尔还会发现农民三五为伴，劳

作其间。好一幅诗与远方的唯美画卷。

出行指南

路线：自驾前往周山村。该村距离龙门乡政府约10公

里，全程水泥硬化道路，停车、用餐都比较方便。

温馨提示：吃山区农家饭最好提前预约，尤其是黄瓜米

豆花儿这种工序繁琐的菜品必须预订。

咨询电话：15883378866（李先生）

峨眉龙门乡

在峨眉山市区50公里外的龙门乡，有一个叫做周山的村

子。大渡河在村畔奔涌而过，峨眉仙山在云雾缭绕中若隐若

现。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个宁静而充满诗意的村落里，藏着峨

眉规模最大的一片芍药花海……大片的花瓣犹如潋滟的红波，

荡着妩媚的胭脂，薄薄的几片，优雅地舒展开来，便是一个完

美的轮廓。

如果说3月的花开，缺少了绿叶，那么到

了4月，花儿吐艳、柳枝婀娜，碧水传情，处

处芳菲浸染。

秘境、拍照、赏花
约起来!

（本报综合）



















随着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最终入围名

单，香港电影《少年的你》（又译为《Better 

Days》）入围最佳国际视频奖的最终五强，该片

也成为入围五强的作品中唯一一部华语电影。

入围奥斯卡
华语电影就此

站

(来源：影视前哨)

时隔18年，华语电影再一次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而

距离中国电影首次参选奥斯卡则已经过去了42年。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了真人电影《阿凡提》，这

部时长仅有 9 6分钟的电影是中国电影冲奥的第一次尝

试。1988年，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传记片《末

代皇帝》在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大放异彩，获得了包含最佳影

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九项大奖。可以说，该片

成功地将中国故事推向世界。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新锐导演张艺谋凭借处女作《红

高粱》获得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可以说，凭借一部《红

高粱》，初出茅庐的张艺谋一战成名，在世界影坛打开了知名

度。随后，张艺谋与同时期的陈凯歌、田壮壮等一批在1982年

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导演们开创了华语电影新的时代。

1991年，张艺谋执导的《菊豆》获得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而这也是第一部获此提名的中国内地电

影。第二年，张艺谋带着《大红灯笼高高挂》再次获得最佳外

语片的提名。此后，陈凯歌、李安也加入了冲击奥斯卡的队

伍。但可惜的是，《霸王别姬》《喜宴》《饮食男女》都止步

于提名，未能获奖。

正是有太多次的折戟，当李安带着《卧虎藏龙》获得奥斯

卡金像奖10项提名，并最终获得最佳外语片、最佳艺术指导、

最佳原创配乐和最佳摄影时，华语电影终于实现了获得奥

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随着全球电影市场因疫情的影响而遭遇打击，国内电影市场率先恢复营

业展现了国内电影市场的生命力。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204.17亿元，其中国产电影票房为170.93亿元，占总票房的83.72%；城市院线

观影人次5.48亿。

国内市场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国产电影先去国外“镀金”再转销国内的宣

传策略。冲奖成为提升知名度、扩大影响力的最佳方式，尤其是像奥斯卡、

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备受认可的国际电影节。但对于国产电影而言，冲击

高规格国外奖项并不容易。文化差异、评判标准、宣发策略等因素都影响着

国产电影的“命运”。

随着FIRST青年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等国内电影节

的蓬勃发展，更多小众优质电影和极具潜力的导演被投资人和观众熟知。《春

江水暖》《老兽》《大象席地而坐》等电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青睐。

作为已经横扫国内电影奖项的电影，《少年的你》提名奥斯卡是国际电影

市场对华语电影的又一次认可。而对于观众而言，国内电影人创作出越来越多

的优质内容比奖项更为重要。

国内电影节展日趋丰富

这一次冲击奥斯卡的华语电影《少年的你》则意味着周冬雨、易烊千玺

等华语新生代演员正努力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华语电影的中流砥柱。

2010年，周冬雨被张艺谋看中出演《山楂树之恋》打开了知名度。此后

的几年，周冬雨出演《宫锁沉香》《同桌的你》《心花路放》等作品来尝试

更多的风格，但始终没有摘下谋女郎的标签。直到与曾国祥合作《七月与安

生》，周冬雨再一次得到了认可，成为首位90后金马影后。而两位的二次合作

更将周冬雨的事业推上了新的高峰。

数据显示，《少年的你》不仅以15.58亿的成绩获得当年中国电影票房总

榜第九位，更让周冬雨获得包括金像、百花在内的五大奖项。曾国祥也凭借

《少年的你》摘得金像奖最佳导演，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新锐导演。

回看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巅峰期可以发现，崭露头角后的十年时间是新锐导

演创作的黄金期。37岁的张艺谋拍出《红高粱》，在随后的12年间多次产出高

质量作品；32岁的陈凯歌拍出《黄土地》，并在1993年通过《霸王别姬》享誉

世界……如此看来，31岁就通过《恋人絮语》获得金马最佳新导演提名的曾国

祥，也在10年间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新生代演员成中流砥柱

华语电影冲奥记

202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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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乐山人会吃是出了名的，除了传统的名菜和

小吃外，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菜，比如说：各种

脑壳。兔脑壳、鸭脑壳、鱼脑壳、猪脑壳……今

天我们就来讲讲乐山人关于吃脑壳的那些事。

2021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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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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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开了近20年的老店了，主打还是五香、麻辣兔头，还

有鸡爪、鸭头、家常菜等。肉特别嫩，一抿就烂，轻轻一掰就

开，每个卡卡缝缝的肉都要吸溜干净。兔头大小适中，都差不

多，在一个大锅里卤制得非常入味，去店里现买的话，上桌兔

头还是热的。

曾老五兔头 地址：嘉祥路58号

  传承了20多年的味道，现在店铺环境比以前的店好太多了，

位置依然偏僻，不是熟客真的很难找到，很多吃货穿越半个城也

要去顺城街吃一口这个兔头。兔头有麻辣和五香两个口味，但大

多吃货更偏爱五香味的，吃起来更香。除了兔头，这家的兔肚也

是必点招牌菜，香脆可口，吃过一次就会无限回头。

义山兔头 地址：顺城街226号

鸭头，每日现做，轻轻一掰就打开了，香麻因子渗入鸭头的

每一丝缝隙，巨辣巨好吃，恨不得把汁水都吮吸干净。吃的时候

只需拿起来，轻轻一掰，撕开后牵连着的肉丝，看一眼就让人口

水直流。

让鸭脑壳飞 地址：白燕路中国农业银行对面

据说是五通桥的鸭脑壳名店，鸭头有香辣和五香两个味道，

鲜香回甜，吃完还忍不住舔舔手指头。除了鸭头，鸭脖也是很经

典的，卤汁丝丝入味，边啃边看电视，绝了！

郑氏五通浓行鸭脖 地址：鹤翔路694号  

小编私藏的一家宝藏小店，苍蝇馆子的环境，但味道绝对是

让人惊艳！这家店靠鸭头和烤茄子收服了一大批忠实粉丝，说实

话小编都不太想推荐这家店，怕火了以后去还要排队……

古古兔脑壳鸭脖 地址：春华路南段1附8  

每家跷脚牛肉都有脑花烧豆腐这道菜，口感跟麻辣豆腐类似，麻中

带辣夹着豆腐的清香，回味麻辣劲爆欲罢不能。脑花细嫩爽滑，有种咸

香软糯之感！直接拌着饭吃，光是这个菜都能下2碗饭。

脑花烧豆腐 地址：各跷脚牛肉店 

虽说各大烧烤店的烤脑花都大同小异，但这家烤脑花是必须单独提

出来讲的。泡椒味的烤脑花你吃过吗？新鲜脑花搭配秘制泡椒酱，这一

口鲜嫩，脑花控一定要试试！

青年烧烤 地址：星辰·青年广场332号  

刚出锅的美蛙鱼头端上桌，瞬间吸引所有人的目光。红油锅里飘满

了花椒、辣椒，光从锅底来说，就已经引得吃货们吞口水了。鱼头在火

辣激情的红锅中荡漾之后，鱼腥味消失无踪，吃起来特别入味。

鱼头也是丝毫不含糊，随手一夹就能比手还大！鱼头混合着汤汁融

化，嘴巴轻轻地一抿，鱼头上薄薄的一层皮就脱落！

味之绝美蛙鱼头火锅 地址：嘉定北路宜必思酒店楼下

这家在鱼头圈很出名的店，周末时常都有吃货专门开车过去吃。鱼

头跟平时的吃法不同，最出名的还是他家的藿香鱼头，藿香、椿芽切

碎，铺在上面，藿香控已经按耐不住了！能把鱼头做得如此鲜美也是少

见了，光是这个鱼汤，都忍不住喝下5大碗。

马村鱼头 地址：夹江马乡村西南100米  

都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乐山，除了甜皮鸭、卤

鸭，鸭头也是乐山吃货的最爱。

鸭脑壳

矫情的人说：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乐山人却说：兔兔这么可爱，怎么不连着脑壳一起吃！

兔脑壳

这里的装潢有着80年代的复古感，每面墙都有贴画，用盅盅装面也

是一大特色。猪脑花和面的搭配真的太绝了，脑花挑得很干净，卤制得

也入味，口感很细嫩。

脑花还可以单独点，猪脑如嫩豆腐一般的口感，入口即化。

李双猪脑花面 地址：春华路中段223号

在乐山人的眼中，不管是小火微烤、冒着热气的烤脑花，还

是牛油红锅里翻滚的涮脑花，尝到那一筷子入口即化的滋味，才

有了家的味道。

猪脑壳

打小便听长辈们说：“多吃鱼脑壳，能变聪明”。红

烧鱼头、剁椒鱼头、美蛙鱼头，关于鱼头的料理数不胜数。

鱼脑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