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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成都， 我来！” 自昨日

“创意成都奖”作品征集令发出后，立即收到了

来自各行业、各高校及各学术协会热情回应。

市民：

成都有非常多的创意资源

“成都优秀的创意设计太多了，我都能说出

几个， 成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优势的城

市，我们就该打造一下这个牌子。”在市中心春

熙路，市民王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市民都能对创意成

都提出点自己的观点，他们口中提到频率最高的

创意设计是宽窄巷子、锦里、IFS的巨型大熊猫装

置等。实际上，成都已经成为众多专家学者心目

中的创意之城。“成都原本就有非常多的创意资

源，比如大熊猫、三星堆、武侯祠等，除了北京上

海以外， 成都拥有中国最大的当代艺术家群落，

拥有除北京上海以外中国最多的现当代艺术画

廊， 甚至一大批优秀的创意设计家聚集在成

都。”业内人士曾这样评价。

服装设计师：

这就是最好的T台

作为西部最高规格的创意设计奖项，这场饕

餮大餐不仅吸引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关注，更引发

了各个行业、 各学术协会及各大高校的持续跟

进，不到两天，活动执行方的咨询电话几乎被打

爆，甚至有一些专业协会组织主动“毛遂自荐”，

当场秀出了他们优秀的创意作品， 令人眼前一

亮。成都市服装设计师专委会常务会长，成都艾

维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创意总监唐岚女士表

示：“我们得知这个消息还真有点兴奋， 它将是

一次真正的产业升级。不仅能帮助本土服装设计

师、 鞋帽设计师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推广平台，更

能吸引全世界更多的创意人才来到成都，在我们

看来，这就是最好的T台。”

目前，“创意成都奖”已经收获来自建筑、设计、

时尚、动漫、新媒体交互等各个领域的众多粉丝。

室内设计师：

会拿出“压箱底”功夫

“创意成都奖”的征集令一出，第一时间就

得到了广告界的回应。广告协会、部分知名文化公

司以及高校相关专业都表现出浓厚参与兴趣，其中

以广告、传播、品牌推广公司作为主要会员单位的

成都广告设计协会表示， 将全力配合此次活动，将

成都优秀的视觉设计作品推到最前端。

室内设计作为成都设计行业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聚集了大批优秀的设计工作者，获得诸

多国内外设计大奖。目前，成都市建筑装饰协会、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成都专委会等专业

设计师及设计机构组织都表示将协助展开作品

征集工作。与此同时，活动主办方也向广大建筑

装饰公司发出邀请，中国室内装饰协会陈设艺术

专业委员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应，“成都有众多

优秀陈设设计作品，既有与空间环境设计相关的

陈设作品， 也有陈设产品的创意设计， 愿意为

‘创意成都奖’推荐作品”。

成都高新移动互联协会：

将挑选出好作品来角逐大奖

“我们将拿出全国移动互联网行业里最有创

意的新产品来参评， 预计规模将在30-50家企业

左右，实际上，规模都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在于

质量，作为行业协会我们本身对产品有了解，更会

挑选出有针对性的好作品来角逐大奖。” 成都高

新移动互联协会张振刚告诉记者，像目前的相机

360拍照软件、智能手环等产品都和人们生活息息

相关，通过此次“创意成都奖”，也希望能将这些

好的产品更深层次地带入大众生活。

各大高校：

新生代不甘示弱，拼创意拼人气

“创意设计新人奖”面向各大高校发出征集

令后，收到了各大高校的热情响应。据承办方负

责人孙传宝介绍，就征集情况来看，截至目前，本

次大赛吸引了包括四川大学、西南交大、四川师

范大学等几十所高校数千名学生的积极参与，预

计将收集到上千件设计作品。“创意成都奖·新

人奖”将推动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与行业、产业需

求相结合，实现高校创意设计教育与企业生产对

接、培育市场需求的优秀创意设计人才。

餐饮美食界：

舌尖上的成都花样儿最多

两季《舌尖上的中国》将我国的饮食文化

刻画得淋漓尽致， 美食也是成都这座城市的又

一个标志。据了解，组委会已经收到了多方的创

意美食作品。截至目前，已经有包括总府皇冠假

日酒店、香格里拉酒店、凯宾斯基酒店、喜来登

国际酒店等7家星级酒店表示有意愿参加本次

创意成都奖这一奖项的角逐。此外，包括明宇豪

雅酒店、 雅居乐豪生酒店在内的多家酒店也将

有可能参赛。届时，五花八门的创意美食将成为

本次活动一道亮丽的美食风景。

创意成都奖征集令刚发出就引发热烈反响

创意成都，我来！

———业内人士

位于春熙路的创意作品：巨型大熊猫 本报资料图

清凉一夏

户外超大水上乐园来啦

主办方负责人介绍，这次“迪士尼欢

乐博览” 不仅可以和迪士尼经典人物零

距离接触，更有户外超大水上乐园，百米

冲关赛道，给你不一样的暑假。超五千平

方米的迪士尼大棚拥有室内环绕空调，

室外更有360度无死角喷雾系统，不用担

心酷暑，绝对清凉好去处。

发放福利

3万儿童体验券免费领

考虑到暑假即将过半，很多孩子的“快

乐心愿”未了，主办方专门拿出3万张儿童

免费体验券作为福利分发到川渝各地。这

些体验券针对身高1.2米以下的娃娃，只限

开幕式当天使用。 免费体验券到哪里去抢

呢？主办方介绍，抢票通道主要为红旗连锁

超市和买够网（mygo.cheng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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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9日， 有一个超级巨星迎来

了自己80岁的生日， 那就是深受世界各

地人们喜爱的迪士尼卡通明星唐老鸭。

巧合的是， 在刚结束的巴西足球世界杯

上创造个人总进球纪录的德国球星克洛

泽也与唐老鸭是同一天生日！ 伟大的巨

星，有趣的巧合。更巧的是，四川省重大

产业项目遂宁金桥新区将迎来独具魅力

的“迪士尼欢乐博览”，这是“迪士尼欢

乐博览”首次入川。

要说今年唐老鸭有多红，从最近网上

的一组唐老鸭人偶赶小鸭子的照片受到

大家疯转就可见一斑。照片中，一个迪士

尼乐园意外地迎来了一群小鸭子，“唐老

鸭”决定将它们带到安全的地方，不过这

群小鸭子似乎完全不把“唐老鸭”放在眼

里，鸭妈妈依然带着鸭宝宝们在游乐园逛

来逛去，“唐老鸭” 身为一只著名的鸭明

星居然拿一群小鸭子没办法，这生动有趣

的场景让无数网友感到开心。

橙黄色的嘴、 脚， 穿着水手装……

1934年6月9日， 唐老鸭第一次在动画片

中亮相， 给美国大萧条时代的人们带来

了欢笑。在过去80年里，不论受到多少次

挫折，也不管遭到多大侮辱，唐老鸭都不

屈服。凭着自己不服输的性格，它赢得了

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据主办方负责人介绍，本次“迪士尼

欢乐博览”分为米奇、小熊维尼、迪士尼

公主、玩具总动员、赛车总动员、漫威英

雄6大主题，经典场景在超大室内欢乐集

结，为孩子和家长带来360度的超级娱乐

体验。 8月2日～17日，就在四川遂宁金

桥新区，米老鼠、唐老鸭以及很多你们喜

欢的迪士尼卡通明星都将近距离现身，

你怎么能够错过？

成都商报记者

详情敬请关注活动专题页面

http://

top.chengdu.cn/acts/2014_fant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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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票通道

■

大麦网

http://item.damai.cn/69329.html

� � � �儿童票68元 （仅限1.2米以下儿童

使用）;� 单人票78元（原价88元,1.2米

以上儿童及成人使用）;家庭套票188元

（原价244元，三人使用，至少包含一名

1.2米以下儿童）

■

成都地区购票点：

成都市顺城大街嘉好大厦 1208

室（银河王朝大酒店正对面），咨询电

话：028-86677900

■

招商电话：

� � � 13666261270

■

票务热线：

0825-8150777；0825-2622999

13666261270

■

主办方：

遂宁合创工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遂宁置信置业有限公司

■

活动地址：

遂宁金桥新区 置信逸都·仁湖花园

（意境区）旁

特别提醒

温馨提示

1、入场高峰时可能会排队游览。

2、门票当天有效，出园后又入园，

需再次购票。

3、每名儿童入园需大人陪同。

读者可登录大麦网成都站、 成都商

报买够网团购门票。

80岁唐老鸭“萌萌哒”

你怎能错过家门口看巨星？

你知道吗，刚在巴西世界杯创进球纪录的德国球星克洛泽也与其同一天生日

走红之后，平面拍摄邀约纷至沓来

母亲的原则： 不影响孩子学习休息的情况下选

择性接受

对于果果在网上意外走红一事， 王女士表

示一开始作为家长很不适应，虽然不排斥，但她

一直没有给果果灌输小红人或者小明星的概

念，因为她觉得果果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孩子，希

望她首先能做好自己，简单快乐地成长。

王女士透露，果果成为网络红人后，经常接

到一些平面拍摄的邀约，由于她很喜欢拍照，因

此并不排斥，“但我觉得首先是要合理安排好时

间。”作为母亲，她的原则是希望孩子正常的学

习和休息不受到干扰，同时孩子自愿。

成名烦恼，网上有些不友好的声音

母亲的原则：不传递给孩子，大人们现在也不再

受困扰

和所有网络红人一样，成名之后的果果也遭

遇了一些烦恼，不过，由于母亲王女士的呵护，更

多的烦恼都被大人们阻挡在小朋友的世界之外

了。王女士称，果果走红之后首先面对的是一些

网上不太友好的声音，刚开始自己很困扰，但慢

慢也就释然了，觉得网上的东西没办法去控制。

目前，果果已拥有了不少粉丝，经常会有外

地的粉丝给果果寄来裙子、零食等礼物。有这么

可爱的外形和超高人气， 是否打算今后将果果

往演艺道路上培养呢？对此，王女士表示不会刻

意，要看女儿的兴趣和爱好。她透露现在果果在

学跳舞和钢琴， 但这两样都是女儿自己主动要

求选择的，并不是家长强行安排的，她从来都是

尊重女儿的爱好。

首次披露，我家小美女是咋养成的

母亲的原则：富养女儿不等于娇惯，想要东西须

劳动积分

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美女平时是如何培养

教育的呢？在采访中，王女士首次披露了她的

教育秘诀。首先，她从来不会在女儿面前强化

红人的概念， 而是告诉她大家那么喜欢她，她

更要做好榜样。

她表示，现在大家都说女儿要富养，她也一

直很关注这个概念， 也一直在思考什么是 “富

养”。她认为富养并不是在物质上无条件地满足

女儿，不是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王女士特别举

了一个例子：前年上幼儿园起，果果如果想获得

玩具和零食， 必须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得，“比

如她给爸爸叠袜子，我就给她画一个小星星，画

满5个小星星才能实现一个愿望。但这必须是她

帮别人劳动才算，做自己的事情不算。我们要求

她自己的事情必须自己做， 果果在家都是自己

收拾自己的玩具。”

成都商报记者

网友热议小萝莉隔空喊话

“费曼蜘蛛侠被你承包了”

记者揭秘“樱花小萝莉”走红背后

今年初以“樱花小萝

莉”造型走红网络的四川

小女孩果果， 近日再度引

发网友关注。 不过这一次

受到关注的不是她的“汉

服女神照”， 而是她的一

组白雪公主萌照。 最近喜

欢看《爸爸去哪儿2》的果

果还特意提到， 自己很喜

欢在节目中爱扮 “蜘蛛

侠” 的吴镇宇的儿子

FEYNMAN（费曼），想跟

他一起去迪士尼玩（成都

商报昨日报道）。 小萝莉

如此“萌萌哒”，再次引发

众多网友热议：“费曼蜘

蛛侠被你承包了！” 包括

人民网、中国日报网、新浪

网、凤凰网、新民网、东方

网等媒体也纷纷转载。

同步播报

看迪士尼

遂宁市内免费大巴接送

为了方便大家前往游览地， 遂宁市

内免费大巴全天滚动发车， 接送游客

前往遂宁金桥新区的“迪士尼欢乐博

览”园区。乘车地址：遂宁市河

东新会展中心;乘车时间：首班

车9：30发车， 末班车19：

20发车（周一至周

五30分钟一班，周

末20分钟一班）

网络走红后，“樱花小萝莉”果果的生活有

哪些改变？ 她的母亲怎么教育出了这样一个人

见人爱的小姑娘？对此，成都商报记者带着众多

网友和读者的疑问独家专访了果果的母亲王女

士，她首次向外界披露了“小美女养成秘诀”。

网络红人“樱花小萝莉”扮白雪公主

:

“费曼，我想和你去迪士尼耍”（设计台词）

扮蜘蛛侠的费曼：“等着你”（设计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