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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化创意区“明堂”
创始人于侃

我是参与者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建设西部文创中心

我叫成都，
文化热土。

加快建设西部文创中心加快建设西部文创中心，，全面提升全面提升
城市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城市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建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设世界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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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委主任张樵还透露了一个振
奋人心的项目：我市将在中轴线上南
北处分别建设一栋超高层建筑，一栋
是在规划的成都中心区域，暂名为“成
都中心”；另一栋是秦皇寺片区，暂名

为“芙蓉楼”。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成都中心”为超高层钢结构，项

目高度还在争取中。一旦确定，将成为
中心城区内的最高建筑，目前该记录
由城东一规划高楼项目的468米保持。

“国外有‘双子塔’，我们有‘姊妹楼’，
这也是成为‘双核共兴’的标志。”目前

“成都中心”项目已按节奏，根据体育
场的改造工作全面推进，最快预计明
年上半年开工。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让“成都智造”的
文化产品
成为风靡全国的
精神滋养

奎星楼街55号，明堂创意
工作区的所在地。创始人于侃
对西城的老成都文化情有独
钟，在设计领域摸爬滚打20多
年后，他选择了回成都，建明
堂，用一个文化创意区串联自
己对成都的记忆和想象，也唤
醒世人对老成都的关注。

3年前，这里还是两栋光
秃秃的旧楼，于侃也不过是在
设计领域浸淫20多年的普通
从业者。带着一组PPT，他走进
青羊区政府，忐忑地报告自己
的文创之梦——作为一家民
营文化投资机构，明堂要做涵
盖音乐、艺术、设计的内容生
态园。

报告出乎意料的成功，得
到了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并于
次年落地。如今，NU纽咖啡玻
璃屋内，创客们三三两两地围
坐，迸发新观点。屋外，周边社
区的孩子们早把院子当成了
玩耍的天堂，肆意奔跑。原为
成都社会大学旧址的两栋四
层小楼，被改建成为多元的艺
术空间，书店、木工房、文化传
播、音乐吧……30多家成都本
土文化创意团队聚集在此，共
同孵化文化创意的梦想。

Mintown，于侃说，明堂的
英文名字更能代表他草创的
想法——做一个微型创意小
镇，让寂静的老街成为当代艺
术的舞台，形成创新的街区文
化；并承接宽窄巷子每年1700
万的游客，打造“后街经济”。

社会效应只是起点，于侃
的野心还在于挖掘文化产品
的市场价值，让“成都智造”的
文化产品成为风靡全国的精
神滋养。“成都有很多文化种
子，但还缺乏将它们包装成文
化经济的经验。”讲到成都在
当代艺术上的成就，于侃眉飞
色舞地历数起何多苓、郭伟的
名字，但说起成都在流行文
学、音乐领域上的市场份额，
他不无遗憾地表示，像李宇
春、张靓颖这样的成都本地流
行歌手，都是在外地获得了成
功的包装最终大放异彩。

“文创是一项缓慢的工
作，也许10年才看得到成果，
所以我更期待未来。”于侃说，
明堂要做品牌输出，让社区营
造的经验植入到其他城市，同
时，也可能会涉足更多的文化
产品制作和出品。他希望，成
都能成为下一个长沙，聚焦文
创的某一项产品叫板北京。

“成都制作成本低、人才多，态
度包容、市场成熟，完全有可
能开创文创创作的基地。”于
他而言，只有成都文创的繁
荣，才是他做明堂的情怀和意
义。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建世界文化名城，一定要
有高品质的教育来支撑”，市教
育局局长吕信伟昨日表示，教
育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内
容，也是成都打造西部文创中
心的有力支撑。

成都将坚持教育优先，强
化政府职责，统筹抓好学前教
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办好每一所学校，培育一批名
校、名师。“还要培养好每一个
学生”，在吕信伟看来，学有良
教的工作重心，就是始终坚持
和保持为全市市民提供公平、
全纳、有质量的教育，“不仅仅
是保证娃娃‘有学上’，还要提
供娃娃‘上好学校’”。

谈到大学的“双一流”建
设，吕信伟认为，成都要支持所
有在蓉高校去创“双一流”，在
蓉重点大学要追求达到世界一
流大学的水平。而成都的市属
高校，也要追求达到全国一流。

对于打造城市中的“大学
文化”，他认为，很重要的一方
面，就是要进行大学资源与城
市资源的整合，“比如大学中的
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等等，
要向城市开放，向中小学开
放。”吕信伟称，高校建在一座
城市，就该对这座城市开放，
这关乎城市的品质，“不需要
太强调界限，他们走出来，我
们走进去。”与此同时，双方加
强协作，彼此互动、共建、共
享，大学的文化也就同城市的
文化相融了。

“其实包括四川大学在内
的很多高校，目前图书馆都在
逐渐对城市开放”，吕信伟表
示，除了文化场馆之外，下一
步，高校的科研资源，如实验室
等，也可以让中小学生或市民

“走进去”，让大学文化在城市
中渗透。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打造成都“双子塔”
刷新城市天际线

成都将打造自己的“双子塔”——姊妹楼，沿天府大道城市中轴线分别建设
一栋超高层建筑：一栋为规划中的成都中心区域，暂命名为“成都中心”；另一栋
位于秦皇寺片区，暂命为“芙蓉楼”。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值得一提的是，“成都中
心”项目高度或可一跃成为中心城区的最高建筑，最快预计明年上半年开工。

成都正按照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提升城市定位。今年2月5日，我市已宣告
启动新一轮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市规划局负责人透露，现在技术层面
上的总规大纲文本已经编完，通过规委会审查，正上报国家相关部门等待批复。

在城市空间打造上，成都要适时
推动城市空间形态从单中心向双中
心、从圈层状向网络化的战略转型，构
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
群和大都市区发展格局。“双核共兴”，
就是同时建强“中心城市”和“天府新
区核心区”两大极核，着力构建“哑铃
型”城市形态；“一城多市”，就是按照

“独立成市”的理念，建成一批产城融
合、功能完整、职住平衡、配套完善、相
对独立的卫星城。同步推进小城市、特
色镇建设，连片推进“小组微生”新农
村建设，进一步优化市域城镇体系。

市规划局局长张瑛对此表示，这
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空间的优化和拓展
方向，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以
往的城镇体系是“五级体系”，双核以
外为卫星城、区域中心城、小城市、特
色镇（再往下一级是农村的小组微生，
建设新型社区）。这次明确将五级体系
优化整合为四级，双核以外是卫星城、
小城市、特色镇，以往的区域中心城
（金堂、彭州、崇州、大邑、邛崃、蒲江、
淮口等），“有些会列入卫星城序列，有
些会列入小城市序列。”他还表示，我
市将尽快推进大都市区、网络城市的
规划研究，尽快形成规划和技术标准。

成都将按照小街区规制，在中心
城区、城市新区和卫星城统筹规划控
制街道宽度、路网密度、用地尺度，完
善生活配套，形成相互融合、脉络通
畅、宜业宜居的有机小街区。

对此，张瑛表示，目前我市现状总
里程约3100公里，现状路网密度为6.3
公里/平方公里。按照规划，我市未来
将总体形成“环+放射+方格网状”布
局，规划部门已制定出《基于“小街区
规制”的成都市中心城区“3900+”路网
体系规划》。规划结果显示，中心城区
通过一系列优化，可增加“巷”总里程
约1200公里，形成“3900+1200”的路网
体系，整体路网密度达到10.4公里/平
方公里，满足“小街区规制”的要求。

张瑛介绍，下一步还要在市域内
推进重要区域、重要节点的城市设计，
提升城市品质，优化城市空间形态，尽
快优化完善成都历史文化保护规划，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作为规划的目标，
完善历史文化，建设现代文化相适应
的体育场馆、文化设施。

“规划部门要完善规划保障服务
的机制，确保成都中心、城市音乐厅包
括音乐坊、地铁线网、露天音乐厅（初
步选在凤凰山）、成都国际会议中心
（正在选址）、奥体中心（天府新区现代
五项附近）、千诗碑、宜居水岸、天府国
际机场等重大项目和所有社会项目如
房地产开发项目等尽快开工、建设、投
用，这是我们规划工作的思考。”

市教育局局长吕信伟：

“大学文化”的打造
在于大学资源
开放共享

对城市而言，成为文创中心意味着什
么、带来什么、需要什么？北京大学文化产
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认为，文创中心不
仅是文化创意产业发达的城市，还应该是
一座有文化再创造力的城市。

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的“软实力”

城市实力靠经济，城市品位靠文化。全
会提出，成都要增强文化自信，推动城市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西部文创中心
和世界文化名城市，提升与国家中心城市
相适应的软实力。

对城市发展，建设文创中心有何价值？
陈少峰认为，由于文化创意产品双重属性：
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应该从这两个层面
来看待其对城市发展的价值。从经济属性

角度看，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带来巨大的经
济效益。文化创意产业已被公认为是近十
年来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并
已经成为美英日韩等国的支柱产业之一。

从文化属性看，文化创意产品的一大
特性是，它属于精神文化类产品，对消费者
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产生直接影响。而能
够“走出去”的文创产品，也往往负载着价
值观、文化形象方面的内涵。美国政治学家
约瑟夫·奈以提出“软实力”闻名，其中文化
吸引力被他放在众多能力之首。陈少峰认
为，文创产业做得好的城市，收获的不仅是
经济效益，还包括城市在国内，乃至世界范
围内的知名度、吸引力和城市品牌。

陈少峰认为，“软实力”主要指城市对
人才、创业者、资本的吸引力。成都要建设文
创中心，就应该成为文创人才的聚集地、文

化创业的热土、文创活动举办的胜地。城市
的历史文化积淀，能够为发展文创产业提供
一定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大企业、大
艺术家，一定要有大师，能够超越历史文化、
面向现代生活，创造出优秀的文创产品。

要提升文化的再创造能力

下一步，成都将注重保护城市文化根
脉和历史发展年轮。全会提出，历史文化是
城市永远搬不走的“不动产”，要像爱惜自
己的生命一样加以保护，尤其要注重都江
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历史古迹
和东郊记忆等现代工业文明的保护，推动古
蜀文化遗址、“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
优秀历史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世世代代传
承下去。同时，成都还将坚持在保护中利用、

在创新中发展，彰显城市现代文化魅力。
陈少峰认为，成都拥有悠久的历史、灿

烂的文化，这是成都的优势。但需要很好地
把这种资源应用起来。“悠久的历史文化是
一把双刃剑。当然，这是建设文创中心一个
有利条件，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再创造能
力。”陈少峰认为，对文化创意产业而言，历
史文化积淀对提升城市形象，发展文化旅
游、文化体验，生产文化的衍生品等有重要
价值。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需要增强再创
造力，把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甚至
超越历史，创造新的文化内涵。

“文创中心不能满足于做一座有文化
底蕴的城市，更要做一座有文化创造力的
城市。深度挖掘自己的文化底蕴，用现代方
式进行包装、销售、传播。”陈少峰说。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文创中心建设 提升城市“软实力”

陈少峰
北京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高 端 访 谈

使使

命命
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特别报道

锦江区

锦江区委书记陈历章：

商旅文融合发展
打造全市
创新创业高地

昨日，锦江区委书记陈历
章表示，锦江区将在现代服务
业、文化创意产业、“双创”等方
面做好引领带头作用。

首先会在建设国际购物天
堂方面取得突破。在太古里、
IFS片区聚集高端要素，优化购
物环境，打造商业旅游文化融
合发展的区域。

此外，锦江区将以红星路、
大慈寺、合江亭、水井坊片区为
重点，整合旅游资源，提升旅游
功能，强化旅游服务，让更多世
界各地旅客愿意到此旅游、消
费、享受。

锦江区还将利用自己的区
位优势和创客空间，进一步聚
集创新要素，把锦江区打造成
全市创新创业的高地。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2016年9月9日，很多市民前往成都市博物馆参观 成都商报记者 张士博 摄

市规划局局长张瑛：

城镇化体系由“五级”变为“四级”

市建委主任张樵：

“成都中心”高度刷新城市天际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