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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成都正奋力建设世界文创
名城。文创特色，几乎体现在城市的
各个角落。张颐武说，自己有许多艺
术家朋友，他们在成都做文化创意。

“事实上，报刊亭也可以承载城
市文化传播的功能。”在他看来，报刊
亭立于街角，不论其外观设计、搭配
摆设，甚至包括其在街头的排列顺
序，都能够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其实，在许多城市，随着时代发
展，报刊亭越来越少。但张颐武认为，

报刊亭仍可以承载起包括报刊销售、
生活服务、文化展示等许多功能。

“报刊亭特色在全球许多地方都
不少见，尤其是报刊亭的设计，在全
球许多城市来说都是很有趣的议
题。”他认为，报刊亭文化不能等同于
摊位文化，因为报刊亭多了一层书香
和文化的特色。也正因为如此，它可
以更好地与城市的文化街景相匹配。

同样以成都为例，一来，街头的报
刊亭可以在设计上，凸显成都多元文化

特色，例如匹配不同街区的特点进行设
计，这样不仅能让其成为成都的亮丽风
景，对街区的文化也能够起到很大的活
跃作用；二来，亭内的搭配摆设，包括报
刊的排列，也是可以很讲究的。

“成都有很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和
资源，有很好的设计文化。”在他看
来，打造世界文创名城，完全可以在
这些细节领域多去丰富，做出特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两会报
道组记者 王垚 摄影报道

展览：
四大板块，穿越时光

昨日，记者走进了正在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下简称“成都
大 熊 猫 基 地 ”）举 办 的“ 回 望
1869——纪念大熊猫首次科学发现
150周年主题展”。展厅走廊的墙上
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按钮的下方有
一行“和我击掌”的提示。当记者
按下按钮后，上方“你是第12710位
同 伴 ”中 的“12710”跳 到 了

“12711”，一场时光穿越之旅也随
之开启。以时间为轴的四个板块：

“戴维神甫的冒险”“竹子开花与迁
地保护工程”“家喻户晓的中国使
者”“伴你回家”逐一展开。

据了解，本次展出的图片包括
成都大熊猫基地的“婴儿照”等一批
珍贵照片。

志书：
82万余字，历时12年编纂审核

游人络绎不绝的大熊猫基地、
春熙路IFS上“爬墙”的熊猫雕塑、
去年建成并开放的熊猫绿道……

150年来，大熊猫从四川宝兴县走
向世界，更融入到四川人日常生活
中，成为了四川地方特色文化中重
要的一环。

实际上，四川作为大熊猫的主
要分布区，大熊猫资源及保护管理
等诸多方面在全国均占首位。2006
年，《大熊猫志》等12部特色志书，纳
入了四川省志的第二轮编修规划，
而特色志书正是为了延续与传承四
川特色文化记忆。很快，《大熊猫志》
编纂委员会成立，编纂队伍中既有
在岗的地方志和野生动物领域专
家，也有退休后返聘而来的老干部、
老学者。

今年2月，参编人员克服资料
分散、信息浩繁等困难，并历时12
年编纂、审核后，《大熊猫志》终于
付梓，共82万余字。翻开这本《大
熊猫志》，你能了解到大熊猫可能
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素的；上世纪
80年代，第一次国际性的大熊猫
拯救行动如何进行的；从繁殖问
题到野外放归，“滚滚”的幸福日
子是怎么来的；从邮票、纪录片到
电 影 ，它 又 是 怎 样 成 为“ 国 际 巨
星”的等问题。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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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城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

成都打好“熊猫”牌
脑洞要够大，品牌要多元

“成都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
于悠闲与躁动、活力之间的良好
结合，你会发现你在充满活力不
断努力工作的同时，心里永远有
一个地方可以安适。”

这是北大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主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
于成都的一段评价。3月10日上
午，刚刚参加完全国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会的全国政协
委员张颐武，接受记者采访，聊起
了对城市在发展文创、打造文化
IP方面的建议。

张颐武认为，成都有独特的人文和历史
魅力，这种魅力对城市品牌推广非常有
作用。

火了的故宫文创，不仅让故宫文化
以新的契合时代的方式扩大传播、拉动
了经济收益，同时，更让故宫收获了大
量的各国各地各年龄层的新粉丝。

“故宫文创的模式不可复制。”张
颐武说，但可以借鉴和给人启发。在
他看来，故宫本身所具备的独特优
势，尤其是品牌优势，让其模式无法
全盘复制。但其成功探索出来的基于
互联网的创意传播，以及基于生活大

量开发的文创产品，这些路径却能给
人很大启发。

诚然，故宫有独特优势，但各地
各有不同特色，这就需要在探索中
因地制宜。以成都为例，张颐武认
为，成都有独特的人文和历史魅力，
这种魅力对城市品牌推广非常有作
用。而成都已经具备鲜明的文化品
牌，尤其是“熊猫”，是非常重要的文
化品牌。要打好这张牌，就需要在创

意上下功夫。
“这个品牌本身就有创造大量创

意文化衍生品的无限可能。”张颐武
认为，但单一做“熊猫”品牌还不够，
会相对局限。“比如故宫，故宫里什么
都有，文化元素非常多。”他认为，成
都范围内也有大量的文化资源，可以
相互结合，让这些元素、资源彻底盘
活，“所以，一来要有新的创意和设
计，二来要在品牌上多元化。”

故宫文创模式可借鉴 但需因地制宜他山之石

传播城市文化 可以用好报刊亭细节之美

今年大熊猫
首次科学发现

150年前，在四川宝兴县，法
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遇见了
一只大熊猫。在这一天，有着800
多万年生存历史的大熊猫，遇见
了人类科学。

2月5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
究基地推出“回望1869——纪念
大熊猫首次科学发现150周年主
题展”，展示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
的历史照片、旧大熊猫邮票和大
熊猫纪念币。

在这150周年之际，一部编纂
审核历时12年、共82万余字的《四
川省志·大熊猫志》（以下简称《大熊
猫志》）日前在四川出版，向世人揭
示大熊猫150年来鲜为人知的事。

从新物种到外交使者

1869年，一位法国博物学家受巴黎
自然历史博物馆委托，到四川省宝兴县
收集自然史标本，他就是阿尔芒·戴维。

1869年的春天，戴维到深山采集
植物标本，路过一个农户家讨水喝，
居然发现家里有一张黑白相间的兽
皮。当年4月1日，有猎人捕捉到一只

“花熊”活体，呈现在戴维面前，这是
一只成年大熊猫。之后，戴维将一只
大熊猫标本完好运送至巴黎自然历
史博物馆，经过馆长米勒·爱德华兹
鉴定，大熊猫被正式认定为新物种。

大熊猫在中国的外交史上，扮
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1957至1982
年间，中国曾先后赠送24只大熊猫
给9个国家。

“熊猫之都”三甲将这样打造

未来，熊猫与城市又将如何和谐
共处？一个属于“滚滚”们的生态家
园，将逐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去年7
月，“熊猫之都”总体策划与概念性规
划国际咨询与现场踏勘会在成都举
行。到了10月，“熊猫之都”规划设计
方案决出前三甲，成都市北湖片区、
都江堰片区和龙泉山片区等三个区
域有了更为详细的规划蓝图。

作为三甲之一的设计团队，Sa-
saki设计事务所还公布了其初步规划
方案。大熊猫保护区依据不同功能以
及访客体验，设立了三个定位独特的
熊猫体验片区。今年1月，成都市生活
性服务业发展大会举行。会上提出，
成都将实施11项重点工程，其中就包
括位于北湖片区的“熊猫星球”。

就在前几天，在北京参加两会的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研究中心主任侯蓉，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还透露，根据规划，将在北湖
片区、都江堰片区和龙泉山片区分别
扩建熊猫摇篮、熊猫家园、熊猫之村
三个项目，预计今年开工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鑫 林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大熊猫简史

做好顶层设计
打造国家精品旅游带

在此次全国两会期间，多央
娜姆一次性提交了4份提案，几
乎全部是经过长期关注、深入调
研文化旅游领域后的建议，《关
于打造国家精品文化旅游带的
提案建议》就是其中之一。

之所以有这样一份提案，
来源于多央娜姆在调研中关注
到的现象。“从全国来看，一定
程度上还存在阻碍全国文化旅
游成片、连线深度融合发展的
因素。”多央娜姆举例，部分文化
旅游产品重复开发，文化、旅游
资源分布不均，文化和旅游业发
展不平衡等等，亟待从国家层面
创新文化和旅游深度跨区域融
合发展的新渠道、新抓手。

为解决这些问题，她建议做
好顶层设计，科学谋划精品文化
旅游带具体分布，分别打造丝绸
之路文化旅游带、长江国际黄金
文化旅游带、黄河华夏文明文化
旅游带、长城生态文化旅游带、
京杭运河文化旅游带、长征红色
记忆文化旅游带、海上丝绸之路
文化旅游带、藏羌彝文化旅游
带、茶马古道生态文化旅游带等
国家精品旅游带。用创新的手
段，优化跨区域的文化旅游产品
体系和产业链，构建“文化旅
游+”的产品体系，形成跨区域的
精品文化旅游产业生态圈，打造
一批具备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具
备较强游客吸引力的跨区域文
化旅游精品项目。

打破现有行政区划范围束
缚，如何协同发展？在多央娜姆
看来，搭建区域文化旅游市场
运作统一平台非常必要，“以省
级为单位，各地共同组建市场
运作平台、投融资大平台，共同
谋划开发新产品、新业态项目，
将打破文化旅游业发展由政府
主导的单一模式，形成政府、市
场、企业多元发展的新格局。”
多央娜姆表示，为形成长效机
制，还可成立“国家文化旅游带
发展基金”，用于文化旅游带的
发展。

瞄准世界文化名城目标
成都打造“三城三都”超级IP

当然，作为成都文化和旅
游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多央
娜姆更关注成都如何建设世界
文化名城。在她提交的提案中，
其中一项就是希望国家将成都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纳入国家文
化和旅游改革发展规划，把国
家更多的重大项目和改革创新
试点放在成都，支持成都先行
先试，扩大城市文化影响力和
国际知名度。

瞄准世界文化名城目标，
成都今年还将有何新的行动？
多央娜姆介绍，作为成都建设

“世界文化名城”的举措之一，

成都推进“三城三都”建设工作
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已经全面启动和推进实施，其
中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建设国
际音乐之都。

多央娜姆告诉记者，目前
成都市域内已建成大中型演艺
场所30余个，成都城市音乐厅、
凤凰山露天音乐公园、四川大
剧院等也即将建成投用，国际
化演艺设施将得到极大提升。

“今年将重点建设运营好
城市音乐厅、凤凰山露天音乐
公园等音乐演艺载体，推进成
都大剧院等设施规划建设。”多
央娜姆表示，同时将扶持创作
推出一批本地音乐影视作品，
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乐团、剧
目，全年高品质音乐演艺突破
1000场次，国际化音乐演艺品牌
突破30个，音乐影视人才、项目
加速聚集，音乐影视园区小镇
特色更加凸显，力争成都市音
乐产业产值突破470亿元，保持
20%以上增长。

中国音乐金钟奖
今年起正式在蓉举办

这一目标将通过怎样的“路
线图”来实现？“我们将通过提升
演艺载体服务能力、发展高品质
音乐演艺、促进音乐影视创作生
产、丰富城市音乐影视消费、壮
大音乐产业市场主体等多项举
措来建设国际音乐之都。”多央
娜姆透露，城市音乐厅的打造目
标是成为国内外知名乐团、经典
作品聚集的高雅音乐殿堂，凤凰
山露天音乐公园则将“瞄准”全
球流行音乐、电音音乐演出目的
地的建设目标。

与此同时，成都还将打造国
际化城市音乐品牌，持续提升打
造“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
成都国际音乐（演艺）设施设备
博览会等品牌，并支持市场主体
办好西部音乐节、草莓音乐节等
各类音乐演艺节会品牌。

通过音乐人才工作室、音
乐创意人才扶持计划、金芙蓉
音乐比赛、柴可夫斯基国际青
少年音乐比赛和扶持各类音乐
孵化器等，搭建平台，大力鼓励
音乐原创，培育音乐精品剧节
目，让优秀原创音乐汇聚在成
都、生产在成都、发布在成都。

此外，多央娜姆还透露，中
国音乐金钟奖从今年起正式在
蓉举办。“金钟奖落地成都意义
重大。”在多央娜姆看来，意义不
仅仅在于金钟奖将会为人才搭
台，为市民添乐，为业界交流，为
文化交融，更重要的是将会为城
市兴业，为音乐之都聚焦，“金钟
奖对进一步提升成都音乐发展
的品牌效应、音乐资源的聚集效
应和音乐产业的带动效应具有
重大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全国
两会报道组记者 李彦琴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
长多央娜姆：

成都音乐产业产值
今年力争突破470亿元

旅游是传播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首次明确提出“发展壮大旅游产业”，同时关于深化中外人文
交流、深化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推进“厕所革命”、建设美丽乡村
等多处与文化旅游密切相关的内容，让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多央娜姆感触颇多，“尤其感到振奋”。

3月9日，多央娜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作为成都建设
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成都市建设国际音乐之都行动计划
已经启动，今年将推进成都大剧院等演艺设施规划建设，创作推
出一批本地音乐产品，吸引一批国内外知名乐团、剧目和赛事活
动来蓉，力争音乐产业产值突破470亿元。

市民观展

展出的老照片——转移抢救大熊猫

成都举行纪念主题展，《四川省志·大熊猫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