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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张长桌，
上百把休闲椅，多
名肤色各异的专
家、企业代表带着
微笑洽谈，整个氛
围非常融洽……
昨日，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和旅
游部、四川省人民
政府主办，成都市
人民政府、四川省
文化厅共同承办
的“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艺术
合作论坛”继续在
成都举行。

参会的外方
各领域专家，与中
方机构、企业代表
进行了专业而愉
快的洽谈。在音
乐、美术领域，有
两位中方代表与
外方签署合作协
议和战略合作备
忘录。其中，就有
一家来自四川的
企业，“从明年开
始到2021年，我
们将为中方机构、
企业与2021年欧
洲文化之都——
塞尔维亚诺维萨
德市当代传统文
化中心搭建平台，
在文化和创意产
业上进行全方位
合作。”四川衡力
咨询有限公司总
经理黄敬尧说。与
此同时，有意建立
深度合作，并邀请
互访了解的企业
有21家，外方希望
被引入中国合作
的有8家。

“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希望
能通过这次论坛了解更多成都文
化。”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艺
术合作论坛茶歇期间，来自波兰的
艺术家、导演帕韦尔·扎法说。

帕韦尔·扎法多才多艺，还擅
长跳舞。“我之前在北京，与那边的
学生合作过芭蕾舞。今后希望能在
戏剧方面，还有儿童、残疾人等公
益方面的工作上有所合作。”帕韦
尔·扎法的灵感还经常通过阅读诗
歌来获得。“在诗中能够感受到激
情，创作出好听的节奏和好看的动
作。”中国诗词文化博大精深，他表
示自己会全身心感受中国，感受成
都的文化，希望能够从中获取创作
灵感。来成都之前，他还看过一些
杜甫草堂的图片，觉得很有趣。

在儿童剧组讨论中，拉脱维亚
文化部艺术政策处戏剧专家赞恩·

比纳尔介绍了拉脱维亚的戏剧发
展情况，“近年来，提供适龄儿童和
青少年文化内容的文化政策是我
们的重点之一。用孩子的眼睛看世
界总是值得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友谊、责任、知识和同情
等重要的人生价值观。”

在戏剧组讨论中，中国戏剧
家协会秘书长崔伟谈了16+1框架
下全新的跨文化合作方式，他说，

“比如，可以举办跨文化艺术节
庆，文化精品走出国门，加强文化
交流、文化共享力度；其次，双方
艺术人才互相输送，搭建跨文化
人才的交流培育平台，完善交流
机制，建立专项基金吸引和鼓励
交流和文化产出；第三，中外联合
孵化文化IP，讲好‘一带一路’的
沿线故事，更好地将中外艺术家
的交流互通，转化为文化成果等。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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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艺术合作洽谈会”
一对一洽谈合作项目

此次论坛，除了五大门类的平行论
坛，还专门设立了“艺术合作洽谈会”，内
容也是涵盖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儿童
剧5个艺术门类。记者在现场看到，洽谈会
以“以会带展”的形式呈现，在论坛学术交
流之外，通过艺术合作成果介绍、一对一
洽谈、搭配展览展示等活动让中外双方得
以进行充分交流并探寻合作可能。

在前晚首先举行的“16+1中东欧
文化交流（音乐/美术）”的合作洽谈
中，有24位外方音乐、美术领域的专家
与86位中方机构、企业代表进行了洽
谈。最终，其中两位中方代表与外方签
署合作协议和战略合作备忘录；有意
建立深度合作，并邀请互访了解的企
业有21家，外方希望被引入中国合作
的有8家，中方希望将艺术表演或文化
产品带到国外的有6家；有36位中方代

表与外方达成了初步合作共识。北京
丑小鸭剧团股份有限公司与2021年欧
洲文化之都——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市
当代传统文化中心负责人斯洛博丹·
特尔库拉先生在洽谈会上进行深度交
流，达成共识将在中国制作一部儿童
音乐剧，于50个剧院里巡回演出，将于
本周内完成合约签署。

诺维萨德市将打造“中国区”
引进中国特色文化创意产业

作为另外一家与外方签署合作协
议和战略合作备忘录的企业，四川衡力
咨询有限公司将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合作的平台之
一。对此，2021年欧洲文化之都——塞
尔维亚诺维萨德市当代传统文化中心
负责人斯洛博丹·特尔库拉先生表示非
常看重这个平台，准备为塞尔维亚诺维
萨德市的投资建设与衡力负责人签署

战略合作备忘录。而作为东道主，四川这
家公司也表现出十足的信心。“诺维萨德
是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有着‘塞尔维亚
的雅典’之称，也是一座大学城。它已经
确定是2021年欧洲文化之都，我们从明
年开始到2021年，将搭建平台，为欧洲文
化之都与中国的交流合作，尤其是在文
化和创意产业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四川衡力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敬尧向
记者透露，诺维萨德市将在多瑙河旁打
造一个“中国区”，将成都乃至全国有特
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引进过来。“比如川
剧，就特别受国外友人青睐。”当然，文化
交流是相互的。“诺维萨德市也会把他们
的音乐、传统文化落地成都。”

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儿童剧
5个艺术门类都有合作

此外，深圳市巨人国际公司与拉脱
维亚Latvijas Koncert市场部总监克里
斯蒂安·德拉克经过洽谈，希望共同合
作创办拉脱维亚儿童音乐节，并希望将
拉脱维亚弦乐团引进中国。

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与保
加利亚索菲亚爱乐交响乐团内登·托多
罗夫交谈甚欢，对双方各自的乐团、合
唱团的演出形式、人数设置等细节上进
行交流学习，期望未来双方能共同创作
曲目进行双边演出。北京保利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还与黑山芭蕾舞学校代表伊
娜·米莉奇女士经过沟通，将共同努力
将瑞士古典音乐巡回演奏会项目引进
中国进行推广，也将中国音乐引入东
欧。双方已进一步沟通合作演奏的相关
细节。四川巴洛克歌剧院与爱沙尼亚文
化部国际关系顾问克里斯泰尔·维莎娜
娃女士互相介绍了双方业务，中方表示
希望邀请歌唱家到中国进行表演，外方
表示也可派学生赴爱沙利亚交流学习，
以期进一步的合作。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王效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能够与
你们的‘芭蕾公主’侯宏澜合作，为
两国的芭蕾事业献出绵薄之力。”
知道中国“芭蕾公主”侯宏澜是个
成都妹子后，黑山芭蕾舞校校长亚
历山大·费舍尔一脸兴奋，希望两
国通过舞蹈增进文化交流合作。

亚历山大·费舍尔是第一次
来成都，但他前年曾带黑山芭蕾
舞者来到北京学习，北京舞蹈学
院师生也到他的学校合作了芭蕾
舞剧《圣德瑞拉》。他觉得中国的
芭蕾舞者都非常出色，尤其是女
演员。“侯（宏澜）居然是你们成都
人，太巧了。如果有机会，我希望

能与你们的‘芭蕾公主’合作。如
果我们的学生来到成都之后，能
够得到大师的指导就更好了。”

前晚，“中国—中东欧国家青
年艺术人才训练和实践中心”在
成都授牌，亚历山大·费舍尔为这
一新平台的成立点赞，他表示，热
切期望与成都有更多艺术交流与
合作，“将来，我们希望送学生到
成都来学习和交流。”

“我希望能够和成都的艺术
机构一起成立芭蕾舞培训学校，
芭蕾对身体与心灵都是很好的训
练。”亚历山大·费舍尔说。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川企搭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平台

波兰艺术家帕韦尔·扎法：
想在杜甫草堂寻找创作灵感

黑山芭蕾舞校校长亚历山大·费舍尔：
希望能与你们的“芭蕾公主”侯宏澜合作

开放格局下“过节耍成都”正在成为城市新名片

约完波兰克拉科夫，成都又约天津

6月12日，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艺术合作论坛的嘉宾正在交流

一个是拥有600年历史的津沽
大地，一个是“一带一路”上重要城
市。这几天，中国天津和波兰克拉科
夫都绕不开一个关键词——成都。

6月10日，凭借特色小吃蛋烘
糕，成都亮相波兰克拉科夫举办的第
十二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
网络”年会的落地美食活动“国际面
包日”。在沃尔尼卡广场上，这个来自
成都的甜辣味“甜品”引起现场围观。
熊猫公仔、熊猫川剧变脸娃娃、熊猫
蜀锦等礼品更是成为当日的“网红”，
这些成都面孔遍布世界社交媒体。

两天后，魅力不减的“过节耍成
都”活动登陆天津。6月12日上午，带
着邛崃市和都江堰市的美飨佳酿，成
都在古文化街“大摆宴席”，邀请天津
市民在端午小长假一起“耍成都”，吸
引众多天津市民参与。

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成为历
史后，开放是地处西部的成都一以贯
之的发展思路。在近日召开的成都市
对外开放大会上，成都明确将全面实
施五大提升行动，努力打造中西部国
际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使“投资西部、
首选成都”成为企业共识。

“过节耍成都”正是让成都开放格
局升温的一项重要活动——去年国庆
黄金周启动以来，该活动已相继在多
个法定假期前夕定向邀约10余个城
市。这项大型城市品牌IP活动，正在为
成都的对外开放带来全新机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
干事Ernesto Ottone R在活动后
表示，将在今年9月赴蓉来一场“过
节耍成都”；而在“过节耍成都”天津
站现场，不少天津市民发出相同的
声音：这样的城市推介颇具吸引力，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成都不仅
有美食，更是一座有着文化底蕴的
魅力之城。

红油香辣的钟水饺、
酥嫩爽口的蛋烘糕、馥

郁芬芳的花楸黑茶、复古文
艺的文创产品、精彩变幻的川

剧表演、熊猫屋定制版熊猫玩偶
……昨日上午，天津古文化街中央戏
楼广场俨然成为一个“微观版”成都。

这里举行的正是由成都市商务
委、成都市旅游局、成都市文广新局联
合主办的“过节耍成都”大型城市品牌
IP活动。活动时间正值端午节前夕，成
都还邀请天津朋友来成都“耍安逸”，
感受这座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浓厚的文
化底蕴和开放活力。

本次活动分为“文艺成都”、“时尚
成都”、“历史成都”、“美味成都”、“茶
话成都”及“文创成都”六大体验展区，
全方位展现了当下成都的一城多面。

这一次，老字号赖汤圆传承大师
还现场为天津市民精心调制“定制版”
赖牌粽子。来自南开区的孙婆婆立刻
成了赖牌粽子的粉丝，她称赞其“包得
漂亮，馅料十足”。中华老字号钟水饺
传承大师袁康更在现场展示了成都名
小吃钟水饺的做法，引得不少市民拿

起手机拍照留念。来自邛崃的花楸黑
茶和白酒，以及产自都江堰的生态猕
猴桃和文记宫廷糕点，也受到了天津
市民的喜爱。

除了美食，成都的文创产品也展
现出古蜀文明的魅力。成都博物馆、武
侯祠博物馆及御翠草堂等现场展示了
独具成都特色的文创产品及周边，如
三国印章、草堂书签等。

对于文创产业具象化，天津市文
广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
掩饰对成都的称赞，“成都对于历史文

化的挖掘与传承，很多有价值的经验
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为了招待来自天津的旅客，成都
市旅游局还在现场推出6条乡村旅游
一日游精品线路。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些线路完美契合了成都正
在大力发展的乡村绿道和川西林盘建
设。“在端午节前夕我们精心推出这6
条乡村旅游一日游精品线路，希望天
津的朋友们能来到成都，真正感受这
个蜀风雅韵、百村百态的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魅力。”

如今，各类成都符号
正在搭乘“过节耍成都”

这一快车“向外走”——政府
引导商务、文化、旅游形成合力，十

余家互联网生态合作伙伴、上百家企
业联盟，携手打通吃、住、行、游、购、
娱、文全链条，将潜在假日消费需求转
化为对成都市场的现实供给。

五一小长假的一组数据可以窥见
成都的假日吸引力——五一假日期
间，成都共接待游客983.8万人次，同
比增长12.0%，实现旅游总收入达
134.0亿元，同比增长17.3%，旅游对

“成都消费”的拉动效果可见一斑。
成都市商务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促使“过节耍成都”IP持
续升级，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配置资

源、拓展市场，服务于成都形成进一步
开放新格局，同步促进成都现代服务
业建设，推进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
助推假日经济再上新台阶。

实际上，除了展现城市特色，“过
节耍成都”活动的开放格局还要更大
——市商务委副巡视员陈小兵表示，
在前往成都的游客中，人才会因为城
市发展速度而留下，企业家则会在旅
途中看到成都的投资环境，为城市发
展注入更大活力。“随着成都市对外开
放大会的闭幕，成都正努力打造中西
部国际营商环境标杆城市，以此次‘过
节耍成都’为契机，我们希望能有更多
天津的有志之士、优秀企业能够真正

‘投资西部、首选成都’，到成都创业扎
根、兴业发展。”

这样的理念获得了天津市商务委
的认可。“成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
市，无论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城
市IP活动的打造，都有很多值得其他
城市学习的地方。”天津市商务委副主
任刘福强这样评价成都。

他表示，作为北方首个自贸区，天
津如今也在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相信天津
与成都将在开放发展、经贸合作等方
面有更大合作空间。

天津市四川商会会长税代山也表
示，在城市推介中，川商企业帮助家乡
发展的“决心很大”。商会计划明年举
行“十周年”庆典，届时将集聚川商之
力，在天津开一场四川推介大会，帮助
天津企业了解成都、投资成都。

端午节前 成都邀请天津朋友“耍安逸”
看热闹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助理总干事Ernesto Ottone R收到

来自“过节耍成都”的惊喜礼物和诚挚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