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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伟大城市，都是文化名城。
所有文化名城，都因文化名人而闻名。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比如安徒生之于哥本哈根，肖邦

之于华沙，柏拉图之于雅典城。一座
城市和一个名人以及和城市文化符
号之间，既共生又共荣，既相辅相成，
又交相辉映。

成都从来不缺乏文化。从历史深
处一路走来，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
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与全球
各城市文化“各美其美”，竞相争艳。

成都也从不缺乏文化名人。“自
古诗人例到蜀”。不论古代的李白、杜
甫，也不论现代的巴金、艾青，单提当
代的马识途、流沙河、阿来、梁平、翟
永明、杨红缨、何多苓、周春芽、张靓
颖，这些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都镌
刻着浓浓的“成都味道”。

成都，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
经济意义上的大城，而是一个以文化
人、以德润城，拥有宝贵而丰厚文化
财富的文化大城。然而，我们建设世
界文化名城，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创中
心，仅仅拥有这些还不够。所谓文化
名城，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一样都
不能缺。很多时候，一个文化名人的
影响力，往往胜过千个口号、万个噱
头。我们还要花更多的力气，从纵向
去挖掘更多的文化名人，从横向去构
建我们城市的文化名人与外界、与大
众文化、与大众传播渠道更多的联
系。帮他们树碑立传，让他们扬名立
万。这样，才能让成都城市特质性格
更加彰显、让成都城市特色品牌更加
闪亮。

“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推
选，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通过文化名人推选这一独特视
角，展示成都各界文化名人的生命足
迹、文化旅程和精神风貌，揭示一座
城市和一群文化名人之间相辅相成、
双向同构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
清晰地认识天府文化的内核，也有利
于天府文化更大范围的传播。

尤其值得称道的，就是此次“天
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推选活动的
草根性。让全城每个人都有机会、有
渠道为自己心目中的文化名人打
call。无疑，我们城市的文化名人就拥
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拥有
了更多走出成都的路径。

如果一个成都的文化名人，连成
都人自己都不知道，那这个“名人”就
无以立“名”；如果一个成都的文化名
人，连成都都走不出去，那成都建设
世界文化名城，就只能是一场自嗨。

我们看到，通过这种每一个成都
人都广泛参与的评选活动，还能够厚
植整座城市欣赏文化、欣赏文化人，
看重文化、看重文化人的风气，为文
化名家们的思辨性成果转化为商品
奠定雄厚的商业基础，对文创产业发
展也是一大助力。

下转02版

让文化名人
闪耀文化名城

□ 成都商报评论员 刘琴

大熊猫能带来怎样的新经济创
意？熊猫文化能产生什么样的IP？很
快，你将在成都感受到创意带来的全
新体验。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广东
厅，法国戴罗乐（Deyrolle）公司、广东方
所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成都文旅
集团三方代表签署《中法成都大熊猫生
态创意产业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成都文旅集团介绍，这是全球唯
一围绕大熊猫为主题的、关注人与自

然、科学与艺术、娱乐与教育、生命健
康以及绿色生态产业的横向贯穿的新
经济开发项目。

毗邻熊猫基地 面积5257亩

记者获悉，该项目由戴罗乐公司及
其拥有者德布罗意提供项目整体设计，
整合法国最优秀的业界创意机构、博物
馆及相关产业公司进行8个中心的内容
深化，由成都文旅集团、方所文化公司

及戴罗乐公司共同实施建设及运营。
具体来说如何建设？中法成都大

熊猫生态创意产业园项目选址毗邻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面积约
5257亩。首期由八个中心组成：自然
科学与艺术互动体验博物馆（包括一
个大型多物种生态植物保护观赏
园） 、熊猫文化的IP研发中心、生态
农业中心、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循
环利用及再生创新中心、生态环保产

业孵化中心、生态康养及媒介医学中
心、生态主题国际会议中心。其中，博
物馆计划2021年竣工。

提升大熊猫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中法成都大熊猫生态创意产业
园期望动员聚集中法两国各种规模具
有专业认知及技能的公司参与，使公
众意识到大自然的脆弱性，及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急迫性，成都大熊猫在世

界上已经成为这个势在必行环保共识
的象征使者。”德布罗意介绍。

方所总裁毛继鸿表示，中法成都
大熊猫生态创意产业园项目目标是要
提供创新和具体的内容解决方案，以
更好地应对当今在国内乃至全球的环
保及新经济挑战。

成都文旅集团总经理蒋蔚炜表
示：“该项目的落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中国大熊猫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深化

中法两国在人文艺术、自然科学等领
域的融合发展，推进四川成都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和
世界文化名城”。

中法成都大熊猫生态创意产业园
项目将协调经济发展与环保的需求，
形成良性循环，在全球推动大熊猫文
化并开创绿色发展的新模式，在21世
纪的中法产业合作中引领新的方向。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全媒体多平台
进行最公正的口碑评选

今日，第四届成都商报全媒体用户
口碑榜正式启动。已经走过三年的口碑
榜此次全方位升级，由成都商报读者口
碑榜升级为成都商报全媒体用户口碑
榜，从“读者”到“用户”，关联我们的，已
不再仅仅是一张报纸。此次评选，我们
将联动成都商报旗下全媒体平台开通
推选投票通道，用更多的媒体集群来进
行更公正更珍贵的口碑评选。

为进一步挖掘和展示“创新创造、
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
府文化内涵，让生活在成都的人们更加
全面、深刻地了解这片土地，第四届成
都商报全媒体用户口碑榜率先重磅推
出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推选活动。

从今日起，我们邀请成都商报全
媒体的用户、专家学者们进行文化名
人的推荐。这些文化名人须是健在的，
出生或目前生活、工作在成都，在文
化、艺术领域有一定建树和声誉，在传

播天府文化方面有较为卓越贡献的个
人。推荐结果将在成都商报全媒体平
台公布，届时再根据用户投票、专家学
者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公布最终十大文
化名人名单，并在成都商报全媒体平
台上开辟专题作连续推介。推荐、投
票、介绍、宣传这些文化名人的过程本
身，就是传承天府文化、建设天府成都
的一次生动实践。

天府成都
蕴含独具魅力的“大雅”文化

自古以来，天府成都就不缺少文
化艺术名人，“西蜀自古出文宗”、“自
古诗人例到蜀”，说的正是成都源远流
长却又独具魅力的“大雅”文化。

天府成都自古是文人骚客辈出之
地，从西汉文翁兴学开始，千百年来，
无数文人来此驻足：李白、王维、杜甫、
白居易、孟浩然、刘禹锡、苏东坡、陆
游、杨慎……他们用诗词写下对成都
深刻的情感与记忆，一代代流传至今。
近现代及当代，巴金、李劼人、车辐、周

克芹、马识途、流沙河、魏明伦、阿来、
翟永明等众多诗人与作家，让成都成
为一座意蕴隽永的文学之城。

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成都人也秉持
着创新创造的开拓精神。百岁作家马识
途依然笔耕不辍；巴蜀鬼才魏明伦依然
著述不止；87岁的流沙河依然讲座不
停，传承不息。何多苓、周春芽等有国际
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在成都用画笔“画
说天府”；热播电视剧《伪装者》《那年花
开月正圆》《楚乔传》等背后有成都编剧
张勇、苏晓苑、杨涛、陈岚的力量；跨年
电影的票房黑马《前任3》导演田羽生也
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
赵雷的一首《成都》，唱出了多少人对
成都的想象和向往。优雅时尚的文化
气质一直丰富着成都人的业余生活，
也让成都涌现出在艺术文化界都响当
当的名人们，从成都走出去的李宇春、
张靓颖、谭维维早已成为在中国乃至
在国际上都有影响的音乐人。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制图 李开红

据新华社电 中央军委向武警
部队授旗仪式10日在北京八一大楼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
旗并致训词。

习近平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
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
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
责，在维护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
全、制度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要坚
决听党指挥，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
士。要加快建设发展，全面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加快融入全军联合作战
体系。要聚力练兵备战，全面贯彻新
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始终保持高度
戒备。要坚持依法从严，全面贯彻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狠抓正风肃
纪、反腐惩恶，纯洁政治生态，凝聚强
大正能量。 相关报道见08版

习近平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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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选对象
目前健在，出生或目前生活、工作在成都，

在文化、艺术领域有一定建树和声誉，在传播
天府文化方面有较为卓越贡献的个人。

推选方式
1、热线推选。今日起，9：00-17：00，您可

以拨打成都商报热线电话86613333-1，告知
商报热线工作人员您所推荐的文化名人名单、
推荐理由，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2、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在“活动福利”频
道置顶文章中推荐人选。

3、关注成都商报微信，在后台直接发送推
荐名单和理由。

4、发布微博并@成都商报 新浪官方微博，
或直接通过私信给成都商报新浪官方微博留言。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
府文化已成为彰显成都魅力的一面旗帜。出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文化名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延续、传播天府
文化，让成都的文化温度历久弥新且永不减退。

天府成都大家辈出。今日，第四届成都商报全媒体用户口碑榜之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评选正式启动。
我们邀请成都商报全媒体的用户、专家学者们进行推荐，并希望通过此次评选，挖掘、推介、宣传城市当代文化
名人，唤醒城市记忆，传承天府文化，建设天府成都，让成都浸润出更为丰富的城市肌理。

十

大

扫一扫，下载成都
商报客户端

扫一扫，关注成都
商报微信公众号

图中文化名人从上至下依次为：
流沙河、马识途、何多苓、周春芽、魏
明伦、翟永明、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