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
1、李宇春·2018流行巡回演唱会
2、街头乐队·快乐的孩子爱歌唱
3、王玉梅川剧交响音乐会
4、成都草莓音乐节
5、四川省文化馆爱乐女子合唱团
6、简单生活节
7、久石让交响音乐会
8、第24届“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
9、平凡人演唱会
10、无定义音乐节

思想
1、“大家之选”：腾讯大家·天府文化年度沙龙
2、流沙河《易经破迷》系列讲座
3、“原广司 X 京都站”主题演讲会
4、TED X Chengdu 2018年度大会
5、《麓客》思享会
6、妹岛和世川大讲坛

时尚
1、成都·法国文化月
2、阿布的竹子自行车
3、第二届全球风格论坛
4、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
5、风尚成都年度时尚大赏

公共空间
1、熊猫绿道
2、杜甫千诗碑
3、“江家艺苑”湿地公园
4、城市音乐厅
5、文轩C7城市运动空间
6、城市阅读空间

文创空间
1、道明非遗文化竹艺村
2、梵木创艺区
3、邛窑遗址公园
4、少城视井文创产业园
5、东郊记忆音乐公园
6、安仁古镇
7、蒲江明月村
8、玉林院子文创园
9、集火实验室

文博
1、文明的回响：阿富汗古代珍宝展
2、鞋履：乐与苦展
3、庞贝：瞬间与永恒——庞贝出土文物特展
4、考古成都：新世纪成都地区考古成果展
5、影子之城：营造学社镜头下的广汉
6、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
7、金色记忆：中国14世纪前出土金器特展
8、江口沉银：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
9、玛雅的世界：古代玛雅艺术品特展

艺文
1、李劼人、李一氓文库暨展览
2、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3、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
4、《张新泉的诗》出版
5、《城市指南·成都艺术空间2019》
6、《寻绣记》获封2018年度“最美的书”

事件
1、星球研究所推送《什么是成都》
2、成都领衔“新一线”城市
3、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4、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
5、四川省入选《孤独星球》2018亚洲十大最佳目的地
6、都江堰水利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目录
7、2018亚洲书店论坛
8、2018成都国际书店论坛
9、镗钯街被评为“全球最酷街区”
10、成都国际马拉松
11、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
12、成都获2021年世界大运会举办权
13、成都被《新周刊》评为“中国最时尚城市”
14、天府绿道交出绿色答卷
15.2018年中国文化馆年会

公益
1、成都画院画家高晓笛
2、BlueSheep岩羊管理人瑞秋
3、4046位可爱的成都市民
4、刘道笠创办“奶奶厨房”
5、成都地铁温暖回复

空间
1、三联韬奋书店（成都）
2、量子光电竞中心·VSPN
3、何多苓美术馆
4、知美术馆
5、白夜
6、毛边书局新店
7、小龙翻大江（宽窄店）
8、红美术馆
9、轻安·洁尘书房

人物
1、作家阿来
2、川航3U8633机长刘传健
3、作家扶霞·邓洛普
4、摄影师朱毁毁
5、登山家李宗利、童海军
6、历史学家王笛
7、hero久竞经理人刘畅
8、轮滑少年张颢
9、A4美术馆馆长孙莉
10、sheme品牌创始人刘琼英
11、艺术家许燎源
12、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李明斌

责编 戈萍 美编 冯成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声明公告
拍卖公告
生活资讯
商务信息

优
势
广
告
平
台

86511885
86621326

为您服务
收费标准：100元 /行 /天，每行13个字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成都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提 示 ： 本 专 栏 未 授 权 任 何 机 构 或 个 人 在 任 何 网 站 发 布 广 告 代 理 事 宜 。 欢 迎 客 户 在 ＱＱ 上 留 言 咨 询

颐合中鸿(成都)律师事务所 法律咨询热线:� 15528233388
特别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查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及合法有效证件微信号：miumiu19890815� � �QQ号：2413397691� � �QQ号：847451695

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声明·公告
●钟龙杰， 陈霞花样年花样城
5期13-1-1201收款收据和代收
款收据遗失，特此登报挂失。

●武侯区漂亮女人美容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7600�
057741)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四川新环佳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将合同专用章 (入网号

5101008173183) 于2019年1月10
日遗失，现声明原印章作废 。
● 吴 勇 军（5110271970092122�
14） 执业药师注册证（512313�
016643成都蓉达大药房）遗失

2019 年 1 月 11 日上午，安琪儿国际
妇女儿童医院开工典礼在天府新区项目
地块现场举行。本次开工建设的安琪儿
国际妇女儿童医院，致力于建设有品质、
有高度的西南国际妇幼医学交流平台，
打造天府新区民生工程中最著名的妇产
医院，满足天府新区乃至四川其他各市
州民众的差异化医疗服务需求。

安琪儿联合创始人、董事、总经理蒋
林表示：“安琪儿是从成都走出去，逐步
形成全国四城五院的布局。我们将按照
国际JCI标准进行全面运营，真正做到国
际化医疗的标版，满足差异化就医需求，
承担妇幼医疗社会责任，为中国妇幼医
疗健康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安琪儿两院总院长洪川杰介绍，项目

将依托安琪儿十年积淀的高端妇产儿全
产业链条，囊括产科医学、妇科医学、生殖
医学、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于一体，服务范
围覆盖妇产医疗、女性全生命周期管理、
儿童疾病诊疗及保健等相关项目，并面向
全球引入妇科、产科、儿科、生殖医学方面
的高技术专业人才，打造医教研相结合的
复合型高精尖医学团队，与国际顶尖的临

床医学和科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同步接轨。
据了解，安琪儿这一占地81亩的旗

舰项目，将成为天府新区首家生态型花
园式妇女儿童医院，建筑形态和内部功
能契合天府新区的总体定位，为天府新
区创造一个有品牌效应的产业项目，并
为消费者带来完全不一样、更具人文关
怀的现代化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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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儿国际妇幼医学平台落子成都天府新区

“健康新中心”再添名片！

天府新区安琪儿国际妇女儿童医院破土动工

以百大印象
回望2018成都生活美学

2019年1月18日，由成都传媒集团主办，成都商
报社、天府成都生活美学地图“YOU成都”、成都天府
绿道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承办的“YOU成都——美学
驱动”首届成都生活美学大赏，即将在成都太古里博
舍酒店举行。

在首届“成都生活美学大赏”上，“YOU成都”将
为2018年成都生活美学大事件进行年度评选，推出一
张城市级的美学榜单，颁发一项时代性的美学贡献奖
项（奖项包括“2018成都生活美学人物”、“2018成都生
活美学事件”、“2018 成都生活美学空间”等），举办

“2018成都生活美学百大印象”展，希望以此展现成都
生活美学形象，引领成都生活美学风尚。

自2019年1月9日起，“YOU成都”就在“YOU成
都”微信公众号、APP及小程序上，发布了对2018年成
都生活美学印象的甄选推文，同时发起对“2018成都
生活美学百大印象”的推荐与投票。

活动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参与，他们纷纷在
“YOU成都”多个平台上留言、点赞。网友“Elva”表示
自己在 2018 年参与了“YOU 成都”甄选的 60 多条活
动；网友“旭日中天”推荐了“在大观美术馆举办的‘天
府百年美术展’和《天府百年美学文献集》首发”活动；
而网友“Stephanie雨菲”则感叹：“这些林林总总的文
化背后是多么大的包容性和承载力呀！成都是个有温
度的城市，成都Can do！作为新移居者的一分子，我愿
为她发光发热！”

“2018成都生活美学百大印象”，即将在“YOU成
都——美学驱动”首届成都生活美学大赏上，以沉浸
式美学空间的形态得以呈现。让我们先行一睹为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娟

2018
成都生活美学

百大印象

都江堰水利工程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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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回响：来自阿富汗的
古代珍宝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展

摄影师朱毁毁镜头下的成都

艺展与集市
1、Art Chengdu国际当代艺术博览
2、肯道尔（四川）山地嘉年华
3、33oz Vintage Show
4、轻安-New Live in 成都
5、第二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
6、第五届成都创意设计周
7、中国天府美学艺术展
8、天府美术百年文献展及文献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