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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昨日上午，国家
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
普通电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和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交换了
意见。

习近平强调，我和总统先生

在海湖庄园会晤以来，中美关系
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两国关
系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
中方已向美方表明了立场。我们
很重视总统先生重申美国政府坚
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美方

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双方还谈及朝鲜半岛和平稳
定等问题。两国元首同意在德国
汉堡举行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
题继续交换意见。

一件件书写最美成都诗词的优秀书法作品，或铁画
银钩，力透纸背；或行云流水，气韵生动；或横扫千军，大
气磅礴。

书中有诗，诗中有景，景中聚魂。笔墨飞舞间，诗情画
意相形益彰，过去现在相映成趣，几千年成都栩栩如生。

如同观看一部意识流电影。线条的恣肆纵横中，一个
个方块字仿佛活了起来，在时间长廊游走，说尽千年成都
物事。镜头摇曳中，但看李白仗剑远行，但看陆游打马而
来，但看秋风中杜甫双鬓微霜。有“大江东流去”的豪迈，

有“浮云变古今”的沧桑，有“万里沧浪客”的萧瑟，有“英
雄泪满襟”的感慨，有“黄四娘家花满蹊”的岁月静好，有

“万里桥边多酒家”的市井之趣。历史重叠，时空交叉。天
府文化就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扑面而来，引天下
人，竞折腰。

是的，就是这样。任何文化的传承都是需要载体、需
要平台的。否则，就算再辉煌一时，也只能黯然销魂，湮没
在泥沙俱下的历史长河里。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之
所以不同寻常，就在于它不仅是书法爱好者们的一次盛
会，还是对成都城市的一次成功营销，更是对天府文化
的全国首次普及与推广。6500件来稿量，创四川省书协
成立30多年的最大规模；评审过程连续3天网络直播，成
网上热搜，写行业新篇，开全国先河；其中5000幅优秀作
品将以手机上抢字的方式，走入全国寻常百姓人家，更
是把书法这门中华传统艺术与现代最先进、最具影响力
的传播方式相结合，社会化地传播人文价值。以此传递

成都之美，弘扬天府文化，其宣传力度、推广效能，无异
于乘数效应。

一座城市文化的发展，需要激起全社会的发展热情，
而一座城市文化的有效传递，则需要更宽领域、更纵深层
次的广泛认同。成都刚刚召开了产业发展大会，新一轮的
产业大迈进，给世界机会，许成都未来。成都诗词大会，不
仅为成都文创产业注入一缕创新的灵气，增强西部文创
中心功能，也是对打造成都产业生态圈、厚植成都环境优
势的一次成功助力。

比成都自然条件优越的城市，不是没有；比成都经济
条件优越的城市，更随处可拾。为什么偏偏就是成都，令
人徒生“少不入川、老不出蜀”这相爱相杀般的扼腕叹息？
为什么偏偏就是成都，成为独一无二“来了就不想离开的
城市”？正是独有的天府文化，使成都充满趣味，充满愉
悦；使成都相较于其他城市，具有一种独特的普适性，因
而生机勃勃，“人”气腾腾。如同一座熔炉，天府文化融聚
成都的所有美好，将成都人对于城市的千般绕指柔，淬炼

为城市的正能量、凝聚力；如同一面旗帜，天府文化高扬
成都独特的城市印记，使成都成为“乡愁”与“远方”的复
合体，让市民憧憬、让商旅眷念、让人才向往。

所以，当3000人台上台下齐声吟诵《春夜喜雨》，天府
文化的人文内涵不仅是润物无声，简直就是如雷贯耳中
的醍醐灌顶了；当18位友城市长用各具乡音的语调吟咏
成都最美诗词，新西兰的哈密尔顿、澳大利亚的珀斯、奥
地利的林茨、墨西哥的萨博潘、日本的奈良、越南的富寿，
甚至整个世界，都和成都一起口角噙香了；当6500件书写
最美成都诗词的书法作品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意味着
天府文化的“全国首秀”不负众望；而当“我爱成都·成都
诗词大会”作为试题与幼小的学子相遇，天府文化“创新
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16字，就如同种子，
深入心田、面向未来，发芽了。

咏成都之美，书成都之美，传天府之韵，固城市之本。
在字字乾坤中，在缕缕墨香里，让我们和更多的人一道，
对成都温故而知新。

以科学规划引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暨“东进”战略规划专家咨询会举行

范锐平讲话 罗强主持 于伟唐川平李仲彬朱志宏出席

为形成一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天府文化普及活
动，大展主办方将在大展期间特别推出两期“书法之
美”获奖作者分享会，地点就直接选在全国书法大展的
展厅。这在全国书法展览中尚属首次。

主办方、承办方特别邀请部分获奖作者和大展评
委，与各位书家和书法爱好者分享此次的展览作品，畅
游书海风景。由于场地限制，每期分享会限50位书迷，
书法家、书法爱好者皆可报名。具体时间安排和报名办
法请密切关注成都商报各平台的跟踪报道。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
展”终于要登场了！经过成都诗词大会最美成都诗词
全民票选、朗诵季、朗诵亭进博物馆/校园、书法大展
作品征集评奖等环节，最终展示歌咏成都书法之美
的“全国书法大展”将于7月21日在四川省诗书画院·
四川中国书画美术馆（百花潭路10号）开幕。6500件
来稿作品评选后精选的38件获奖作品、200件入展作
品、14件特邀评委和艺术家作品将亮相大展，展览持
续十天，免费开放。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
展”是四川省书协成立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书法展，
在全国乃至全球推广，让天府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全
国推广、全城普及。本次活动的作品征集和评奖环节
持续两个月，在作品征集阶段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
传播成都诗词文化的超高人气和热烈氛围，覆盖了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书法爱好者，收获来自全球的
6500件优秀书法作品。这些古色今香的书法作品散
发着浓郁的天府文化芳香，主办方将携手部分获奖
作者，将这股文气带临展场。

7月21日起，古色今香，我们字里相逢。

6500件各类书法作品，如何让书法大展达到全民普惠、文化浸润
的作用？主办方开全国业界先河，遴选5000件来稿作品以抢字形式免
费赠予书法爱好者，让天府文化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艺术品。

今日起即可参与第一批次（500件）抢字，抢字时间7月4~7日。抢
字成功者可前往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8楼成都商报·一想科技领
取。领取时间：即日起至7月7日，9：30~18：00。具体安排请关注成都
商报和成都商报官方微信、成都商报客户端的持续报道。活动时
间：7月4日12：00开始。抢字办法：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号“成都
商报”并关注；进入“成都商报”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书法大展”
并发送进行抢字；公众号会立刻回复抢字结果，按提示操作即可。

为了体现对书法作品的尊重和书法家的尊重，专门为本次
大展精心设计制作的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
大展”作品集也一并上市，今日起接受预定！作品集由成都时代
出版社全国公开出版发行，收录本次入展的200多件书法精品，
每册定价188元。为回馈各位书迷，现在预定特价每册155元。

书法作品集购买方式：“岁月艺术”官方微店在线购买。银行
转账汇款到四川岁月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指定账户，汇款时需备
注姓名及收货地址。公司名称：四川岁月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账
号：7411010182600218103。开户行：中信银行成都分行。成都城区
提供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
21日开展

5000件参赛作品
今起免费开抢

全国书法大展作品集
今起接受预定

获奖作者分享会
每期限50人

习近平应约同特朗普通电话：

中美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

成都高新区出台“新经济政策十条”

为新经济企业无房员工
免费提供3年创业公寓
对新设立的新经济企业给予100万元以内一次性

创业启动资金。为新经济企业无房员工免费提供3年
100平方米以内的创业公寓

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26岁纽约小伙

吸引美国的高端人才
成都还可以再大胆一点
当特里斯顿·法兰西斯了解到成都为了广纳天下

人才刚刚推出一系列政策后，评价说，这体现了这个
城市对人才的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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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作品集

书成都之美 传天府之韵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2017
年 3 月，国家正式同意成都修编城市总
体规划，并将成都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
的总规编制试点示范城市。昨日，成都市
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暨“东进”战略规划专
家咨询会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
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罗
强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市
政协主席唐川平，市政协党组书记李仲
彬，市委副书记朱志宏出席会议。

会上，成都市城市规划建设专家咨询
委员会成立，并聘请刘太格、苏解放（Jef-
frey Soule）等20位专家为咨询委员会成
员。会议听取了《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40）》、《成都市实施“东进”总体
战略研究》、《成都“东进”战略总体规划》方

案以及空港新城、简州新城、简阳新城、淮
州新城等“东进”分区规划编制推进情况。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孟建
民、李建成，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成善、夏
军，美国院士级高级城市规划师苏解放
（Jeffrey Soule），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
事长李晓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
长杨保军，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
长司马晓，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
工程师杨毅栋，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院长高黄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唐子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
长、教授毛其智，天津大学建筑设计规划
研究总院院长、教授洪再生，四川大学教
授艾南山，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副院长吴晓华等16位专家分别从不同

专业领域分享了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等领
域的先进理念和科学经验。

认真听取相关规划汇报和专家建言
后，范锐平对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暨“东
进”战略规划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表示肯
定，对专家学者深度研究、睿智建言表示
感谢。他说，中央实施的《成渝城市群发
展规划》明确赋予了成都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发展定位和历史使命。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
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
大的忌讳。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我们必
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特别是对城市工作的新要求，认真贯
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的总体部署，高水平高
质量编制城市规划，以科学规划为引领，
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
心城市。重点要把握好五个方面：

一要把握好历史和现实。现实是历
史的延续，也是未来的起点，从历史溯源
可以探寻城市发展规律。成都4500年的
城市文明史表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
据趋利避害原则调整城市战略布局，是
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客观规律。当前，
成都城市发展面临的时与势、利与弊要
求我们，必须统筹考虑传承“天府之国”、
应对盆地气候的特殊性、打破圈层结构
惯性和彰显休闲生活特质等方面的需
要，坚持城市文化特性和生态资源禀赋
特质相兼顾，紧转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