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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最美成都

华西坝 图据视觉中国

“YOU成都·天府成都生活美学地图”全球征集启动首日
人气爆棚，上千用户推荐最美成都，超25万人次点击

最美成都
美的绝不只是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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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推荐人：
罗立平，
麓湖生态城总设计师
推荐理由：
成都的水城记忆在麓湖身上重新萌芽。
15岁上清华土木工程系，24岁同济岩土工程
系硕士毕业的罗立平，拥有“学神”级的求学经历。
2000年，他以职业经理人和城市设计师的身份开
始深耕成都南部，并打造城市名片级的项目——
麓山国际社区，
践行一座生态新城的梦想。
在罗立平看来，麓湖是成都生活美学的一种
独特表达。这座占地8300亩的新城坐落在珊瑚状
的清澈水系之间，独具特色的船行交通和丰富的
水上活动，不仅赋予它现代而瑰丽的面貌，更还原
了成都这个千年水城的旧梦——临水而居。
现在，一个多元复合的新城理想已在水上徐
徐展开，麓湖·艺展中心、红石公园、云朵乐园、麓
客岛等公共空间，不仅是城市建筑与景观设计上
的优秀作品，更承载了天府新区这片新城热土的
文化休闲生活。

你是否还有珍藏的成都之美？赶快贡献出来，
让网友为最美地标点赞，更有机会获得5000元现金
大奖！推荐地标类型不限，在留言中尽量写明地标
的位置、类型，最重要的是，介绍该地标吸引你的原
因、够新够潮够文艺的特点。简单几步就能参与：
1.打开手机微信搜索“YOU成都”小程序，在底
部菜单点击【定制】，找到【发现最美成都】，进入【我
来推荐美】即可参与。
2.正确上传该地标的名称、位置、描述、美图，
如果愿意请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方便我们找到
你，通知获奖信息。
3.内容要求：位于成都且未收录在“YOU成都”
中的景点、
地标、
小店均可参赛。参与者所
上传图片及文字描述需为个人原创，
不可
侵犯第三人包括著作权、
肖像权、
名誉权、
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活动时间：
2018 年 8 月 9 日~9 月 2 日

推荐人：
朱毁毁，
摄影师、
成都之美传播者
推荐理由：成都的美保留了自己的过去，
又可以展望着她的未来。
虽然今年才大学毕业，但朱毁毁作为
成都之美的传播者已经小有名气。在经由
朋友知晓了“YOU成都”的成都之美推荐
活动的第一瞬间，他就感到它与自己的摄
影，
与自己对成都的理解之间，
十分契合。
朱毁毁眼中，大慈寺是中国少见的，
身处市中心的大规模古建筑群。它与太古
里，是古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完美融合，像
城市之光。这个成都过去记忆的展示面，
拥有了另外一种更现代化、更国际化的商
业形态和表达方式。
而以邱家祠堂为中心，耿家巷和龙王
庙正街的面貌一直很少有变化。居住在这
里的朱毁毁，看到了纯粹的市民文化在野
蛮生长。而它的旁边就是太古里，在这样
一个寸土寸金的地带，也可以体会到生活
的便利。朱毁毁还推荐了华西坝，他觉得
华西坝是一个中式建筑和西式建筑融合
的经典案例。
“成都是一个善于、敢于做融合的城
市。在我看来，多元的城市比单一的城市
要美得多。
”朱毁毁这样对我们说。

▲红美术馆
推荐人：
麻亚东，
红美术馆负责人
推荐理由：
红美术馆，
热爱艺术，
热爱年轻，
热爱美。
红美术馆坐落于素有“成都之肺”美称的东湖
公园，不仅是东湖艺术片区的核心空间，也是成都
文化艺术领域的地标之一。作为一家民营的非盈
利艺术机构，红美术馆每年都会提供很多专业的
艺术展览、时尚庆典和各类艺术体验活动，艺术
家、
艺术爱好者，
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在麻亚东看来，城市之美一定要与在城市生
活的人挂钩，他们期待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生活
之美的建设上来。
“ 美好的事物一定要分享出去，
这样，
更多年轻人就会慢慢有了发现美的眼光。”

美国人江喃很享受在成都的生活

▲麓湖生态城

▲大慈寺 华西坝

赢5000元现金大奖！

骑行圈里流传着一种说法，
“成都是最适合骑行的
城市”，成都小伙子任尧对此最有心得。他最惬意的时
刻，是下班后踩着自行车沿锦江前行，微风拂面，江上点
点碎金，
浓浓的人情味儿从街头小巷透了出来。
这份扎根于成都的生活美学，任尧把它带向了世
界。今年6月19日~24日，巴黎时装周，一批由竹子制造的
自行车出现在巴黎标志性建筑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卢
浮宫等地，吸引了当地不少市民的目光。设计者正是任
尧和他的团队。
2011年，
当时还在某企业担任产品设计工程师的任尧
萌生了使用竹子制作自行车的念头。
2014年，
他终于做出
了第一辆竹子自行车。
任尧曾骑着竹子自行车实地测试，
选择的路线是青藏高原，
“2016年我曾骑着它到拉萨。
”
打入市场后，
竹子自行车又因为特殊的文化属性，
起
到一张天府文化名片的作用。
“竹子容易使人联想到大熊
猫的食材，
再联想到大熊猫的故乡四川。
”
任尧说，
当初选
择竹子的另一个考虑就是竹子的代表性，它不仅是四川
的常见植物，
还是大熊猫主要的食材。
如今竹子自行车已
出口到了美国、
英国、
新加坡、
加拿大、
瑞士、
荷兰等国。
任尧说，成都是一座有着自行车印记的城市，即使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有许多人选择共享单车出行，
去放慢生活节奏享受生活之美。任尧希望，竹子自行车
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传递成都的生活之美。
在任尧看来，传递成都生活之美的地标也需要骑着
自行车去发现。任尧在经营的涉外旅行社里特意设计了
一款“3小时骑行成都”的产品，市场证明，最受老外欢迎
的，
还是老成都的街头小巷。
“成都有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许多外国人都会选
择骑着自行车认识成都。”任尧说，外国游客的镜头里，
成都热闹充满生命力。玉林巷子里的锅盔、串串和烤兔，
陈列着成都的美食小吃；涂鸦墙上的彩绘，是年轻人创
造力和艺术感的证明；人民公园的老年合唱团、坝坝舞
队，是老人颐养天年的生活。这些被老外记录在镜头里
的成都，
就是成都有滋有味的生活美学。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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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晒出你珍藏的成都之美

成都生活之美
在街巷不快不慢的节奏中

从美国来成都 年
20
还开了家火锅店

成都之美，
在于三千年沉淀下的人间烟火，
在
于乐观包容的城市基因，在于创新创造的时代节
奏，
在于时尚优雅的生活态度。
这份传承下来的成
都之美，
正在由成都人补充拼图而重塑新生！
全国首款城市生活美学地图——“YOU成
都”即将正式上线。这张数字化的生活美学地图，
将囊括不同场景下的成都生活，捕捉多面的成都
之美。昨日，
“YOU成都”正式启动全球有奖征
集，邀请生活在成都、热爱成都生活的人们推荐
自己心目中珍藏的“成都之美”。活动一开启，各
类成都美照纷纷上传，人气爆表。从山水美景到
人文地标，从时尚胜地到旧街老巷，生活在成都、
热爱成都生活的人们从不同角落、不同景观，推
荐成都之美。而照片背后的推荐语，更充满了人
们对于成都生活的热爱与期盼。
截至昨晚8点，共有1000多位用户参与并推
荐点位、上传图片，10万多位用户访问小程序页
面为心仪的点位点赞，累计超过25万人次访问点
位图片。网友曲麻黑推荐的三圣花乡登上榜首，
单日获得678票；网友玉兰推荐的未来中心和网
友宿韵推荐的非遗博览园，
分别位列二、三位。
首日的征集活动中，成都人贡献出了自己的
“珍藏”，深情满满的推荐文字，饱含着对成都之
美的珍视。
有些地标蕴藏着成都深厚的传统文化。网友
航哥推荐李劼人故居菱窠，他写道：
“过去的成都
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
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
有的地标见证了成都历经岁月变迁沉淀下
的芳华。武城门桥因为横跨府南河，见证了府南
河的变迁而上榜。在暑袜中街 58 号，有网友在那
里感受到了穿越旧时光的成都之美。
有的地标是年轻人最爱逛的时尚潮地。网友
佩奇说“太古里配339”才是心中的成都，因为“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还有成都灯火辉煌。”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有一种
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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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尧（右）和他设计的竹子自行车

把竹子自行车
带到巴黎时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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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热”
地喝茶吃火锅
才不枉到成都走一遭

成都已渐渐形成国际都市的规模，
但美国人江喃独爱
这里的
“市井情调”
。
来蓉20载，
如果要向人推介这座城市，
江喃更愿意让他们往成都老街巷走一走——
“喝一下午
茶，
再吃一顿红油火锅，
你们才不枉到成都走这一遭。
”
每当有了空闲时间，江喃总像个老成都一样，到人
民公园点一壶茶水和朋友“摆龙门阵”，再在玉林约一顿
火锅，享受朋友相聚的美好时光。在他看来，这样“闹热”
的市井情调，
正是成都的生活美学。
1998年，美国大学生江喃作为交换生来到四川大
学。彼时，对于研究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江喃而言，成都还
只是一个被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由于对茶文化好奇，
他在朋友介绍下来到大学周边文化路上的一家茶馆。
随着喝茶次数的增多，江喃悟出了茶馆中的成都文
化：
休闲、
爱热闹、
看得开。
而通过和老板一家日复一日
“摆
龙门阵”
，
成都话有了十足的长进。
如今，
一口地道的本地
话让有着外国人面孔的江喃，
成了小有名气的
“网红”
。
在江喃看来，以茶为乐的城市品质，正造就了成都
宽容的性情——无论人生得失沉浮，成都人都能以自得
其乐的心态去面对。就在前几天，江喃的弟弟来到成都
旅游。江喃为弟弟安排的第一个行程，就是带着弟弟到
人民公园点一杯绿茶，
真正感受成都市井美学。
火锅也是江喃当初求学结束决定旅居成都的原因。
“可以说，我是通过成都的美食爱上这座城市的。”江喃
笑着说，在成都住了20年，一周最多要吃4~5顿火锅才够
味，
“不吃也总是念想着它”。
喜爱火锅的背后，江喃更看重的是一起吃火锅的氛
围。
“像火锅一样，成都人总是以一颗包容的心去接纳各
种事情。”如今，爱吃火锅的江喃也在成都开起了自己的
火锅店，
颇受附近居民欢迎。
江喃在美国的亲人，也被他所感染——每次回西雅
图，江喃至少要带10斤火锅底料送给家里人。
“爸爸总是
开玩笑说，
不带底料就不准回家”。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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