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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郊记忆十周年庆大幕开启
《10SHOW》首秀点亮成都之夜

04 要闻
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为进一步推广大运知识、普
及大运文化、讲述大运故事、传递
大运精神，不断营造“爱成都·迎
大运”良好社会氛围，动员全社会
特别是高校青年学生关注大运、
支持大运、参与大运，由成都大运
会执委会指导、成都大运会执委
会新闻宣传部、共青团成都市委
主办、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执行的

“成都成就梦想 大运有你”——
成都大运会青春宣讲团活动，于9
月29日在成都大学举行，400余名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

绽放青春力量
大运代表宣讲尽显青春底色

在活动现场，大运会执委会
新闻宣传部党组负责人在致辞
中表示：成都大运会是一场关于
青春、关于运动、关于梦想的盛
大聚会，我们都将是见证者，而
这场盛会也将是这个时代给予
成都这座城市的重大机遇，是让
成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成都的
重要契机，值得这座城市的每一
个人倍加珍惜。号召广大高校青
年学生积极了解大运、宣传大运
和参与大运，在这场青春盛会中，
积累经验、增长见识、收获友谊、
不断成长。

在活动中，4位以不同身份与
成都大运会结缘的宣讲团成员，
从大运精神、城市创新、公园城
市、谋赛营城、天府文化等多个方
面进行宣讲，声情并茂地分享了
自己与大运会、与成都的故事。

点燃青春活力
访谈互动激发青年大运激情

不同于以往的宣讲模式，此
次宣讲活动创新方式方法：成都
大运会青春宣讲团成员——第22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男子三级跳
远冠军顾俊杰、成都电视台资深
主持人赵倩、大运会志愿者张子
翼与“蓉耀青年”优秀宣讲员曾国
慧，围绕着“大运会与天府文化、
国际化”“大运会与青年”“大运会
与市民”三个话题展开了一场访
谈、对话式宣讲。

在访谈宣讲中，宣讲团成员
们通过分享对大运会的感悟与故
事，表达了对即将召开的大运会
和成都美好未来的期许和愿景。
成都电视台资深主持人赵倩更在
访谈中与大家分享观赛礼仪：世
界将目光对准成都，我们成都人
在观赛时要做好正确的示范。热
血激烈的赛场上，文明观赛的你
我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大运
会志愿者张子翼表示：大运会之
后，已经有众多高水平国际、国内
体育赛事宣布未来在成都举办。
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成都市
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一众高水
平赛事，同时也能自己切身参与
并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

发出青春邀约
联动各地高校传递大运精神

大运会不仅是成都迈向世界
舞台的重要一步，更是成都青年
向世界展示自身形象的重要机
遇。在宣讲活动现场，30名成都大
运会青春宣讲团成员集体亮相，
并从宣讲活动中获得了成长。

而来自北京、广州、深圳和杭
州等各地高校的学子们也通过视
频的方式共同向全球青年发出邀
约，邀请世界年轻人参与这场关
于青春、体育与梦想的盛会，承担
起语言沟通、文化交流、传播友谊
的任务，传递“心怀梦想、超越自
我、奋勇拼搏”的大运精神。

成都正抓住办赛营城的重
要窗口期，让创建世界赛事名城
的成果及时服务城市、惠及市
民。而青年大学生作为城市蓬勃
发展的主力军，更要抓住机遇，
用实际行动践行“友善公益”的
天府文化，共同营造“爱成都 迎
大运”的浓厚氛围，谱写世界青
年团结、奋进、友好的新篇章，传
承成都勇立潮头的奋进精神，为
成都建设世界赛事名城、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
区贡献青春力量。

“成都成就梦想，大运有你”。
成都大运会青春宣讲团的本次宣
讲视频将在各大平台陆续推出。
下一步，宣讲团还将前往北京、杭
州开展宣讲，将大运故事、大运精
神和“成都成就梦想”的理念带到
全国各地，敬请关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姜山 摄影 刘海韵

在成都祠堂街，有一家特别
的餐厅。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以
看到整洁质朴的仿古建筑。正门
黑漆匾额上，是三个烫金大字
——“努力餐”。

80多年前，这里曾是中共四
川省委的秘密党组织联络点，如
今，这里迎来送往，宾客满门……

29日晚，代表四川夺得舞蹈
界专业最高奖“荷花奖”的舞剧

《努力餐》在四川大剧院上演，这
也意味着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
舞蹈家协会、中共四川省委宣传
部联合主办的“2021年全国优秀
舞剧邀请展演”正式拉开帷幕。

《努力餐》是一出有浓郁四川
风味的舞剧，如开场的《太阳出来
喜洋洋》就是耳熟能详的四川民
歌，舞台中的竹桌竹凳也是川西
特有。这出舞剧颇多创新，如背景
音乐将传统的川剧锣鼓、四川气
息浓郁的民歌小调、恢弘现代交
响管弦乐融合，四川风味的说唱
也为舞剧增色不少，是该舞剧的
亮点之一。

《努力餐》的故事大多发生在
餐楼内，舞剧诙谐地重现了20世
纪30年代老成都餐馆茶楼中的生
活情趣与细节。第一幕伊始，努力
餐楼开门迎客，店伙计们肩披白
毛巾在矮桌竹椅旁起舞，车老板
与黄三妹殷勤地招呼来客。在舞
段中，还穿插着精彩的功夫茶表
演和川剧变脸，甚至掏耳朵、洗
脚、擦鞋、按摩等。

随着剧情深入，此后的几场
群舞大戏铿锵而悲壮。舞剧中段，
日军逼近，一场突如其来的轰炸
让所有观众的心提到嗓子眼；车
老板与黄三妹手捧饭碗，探望食

不果腹的平民百姓，昂扬地大声
呼吁抗日、救亡，令人心潮澎湃；
为保护情报不落入敌人手中，亮
嗓子掩护车老板撤退，以一身“关
羽单刀会”的形象只身抗敌，临危
不惧。

终章的“血战”舞段，当餐楼
众人散去，仅剩车老板一人挺直
腰杆，拿起枪杆——这时，大气磅
礴的说唱昂扬响起，已经牺牲的
和仍在战斗的人们从燃烧的血色
幕布后走出，象征着一代革命者
强大的精神世界和不渝的志向与
信仰，将舞剧推向最终的高潮。

舞剧最后的说唱元素，将成
都人骨子里的乐观、洒脱、不羁尽
情泼洒。为配合全剧氛围，说唱没
有采用电子编曲，而是调度了一
整支交响管弦乐队，配上成都方言
的唱词：“炮弹飞来，就当是个火炮
儿，大刀砍来，就当是个孝顺儿，努
力，努力，我要血战到底……”，让
整个现场氛围非常燃。除此之外，
舞台上还出现了众多成都人熟悉
的文化元素——变脸、盖碗茶、火
锅筷、川菜、叮叮车……

《努力餐》由成都艺术剧院有
限责任公司创作。据主创团队介
绍，为了忠实再现老成都的民风
面貌，主创团队进行了20余次采
风，多次前往成都博物馆、市档案
馆、市委党校、车耀先烈士家乡、
努力餐旧址等地进行党史、城市
历史、民风民俗采风。将文化浓缩
为元素，再从舞美、音乐、历史文
化等多个层次向舞剧进行渗透，
让观众从舞剧中感受成都美学、
品味成都味道。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打造打造““天府时尚秀场天府时尚秀场””铸造城市雄心铸造城市雄心

东郊记忆再出发
83岁的杨春燕漫步在东郊记忆的旧厂房中，深情的目光望过去，都是自己18岁的影子……
作为原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宣传部干事，在老人眼中，东郊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但是记忆还在。“十年，对于东郊记忆来说，更是

一个新的起点。我看到好多人，和我们当年一样，在这个地方奋斗。在这个地方，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我真的很感动。”
作为东郊记忆的前身，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成都国营红光电子管厂，曾见证了成都工业的辉煌历史。2009年，在原成都国营红光

电子管厂旧址的基础上，将部分工业特色鲜明的厂区作为工业文明遗存予以保留，并融入文化创意，由成都传媒集团打造成文创产业
基地。2011年9月29日，东郊记忆正式开园运营。十年之后，站在全新的起跑线上，成都传媒集团携手成都东方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让东郊记忆·成都市国际时尚产业园“共未来 再出发”。以20万平方米的国家工业遗迹为基石，以助推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为使命，以艺
术、综艺、创意、青年四大时尚产业集群打造“天府时尚秀场”，成为铸造城市雄心的时尚成都力量。

离开老家广汉时，杨春燕才18
岁。走进成都东郊广袤的田野，成
为了国营工厂的一名职工。如今，
杨春燕和他的老同事，时不时想
约起来到东郊记忆看一看，但都
不说到东郊记忆，都说到厂里去
看一看。

的确，东郊记忆的存在，像一
位一直在等着你的老朋友，四面
八方的人，都想回来见见它。

刘影，成都传媒文化投资有
限公司旅游接待部负责人，已经
在东郊记忆工作了9年。很多在东
郊记忆工作的老员工，已经把这
里当成家。就像成都东方正火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工程维修主管范
松金所言，“还有很多人和我一

样，默默守护这里。有一次46号楼
突然断电，我告诉他们，‘别慌，我
马上去，都晓得我一直在撒’。”

陪伴了东郊记忆10年的著名
艺术家朱成说，记忆，是有温度
的，可以通过这些存在过的载体，
一代代传递。

在很多人看来，“东郊记忆”
是成都的一张名片，是不可替代
的。“（东郊记忆）现在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到来和加入，在亲
历了两个梵木创艺区的实践后，
我们再次回到东郊记忆这里。回
望十年，如同我们的坚持，在倾尽
艺术和融合创想的路上一直追
求，我们不会停下脚步。”梵木文
创创始人余炳感慨道。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成都传
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蔚
东直言，东郊记忆的发展过程是
与这座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特别
是文化建设，同文化产业发展的
行业趋势是同步的。“东郊记忆曾
经创造的记忆说过太多，我想说
是在成都传媒集团介入后，从‘东
区音乐公园’到‘东郊记忆’，从

‘音乐产业聚集园和音乐文化体
验园’到‘一基地、多名片’的成都
文化创意产业高地。”某种程度
上，东郊记忆就代表了成都记忆，
代表了四川记忆，也代表了中国
记忆。

对于东郊记忆的定位，刘蔚
东表示从来就是“保护传承工业
文明的活化载体，引领彰显时代
风尚的精神家园，兼具观赏和体
验的文创园区”，即便提档升级打
造国际时尚产业园，也不可忘记
初心。“毫无疑问要保护传承这块
记忆载体，把红色记忆的DNA留

下来，把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
时代新时期的精神留下来，每一
寸土地都要珍存都要保护好。”作
为成都传媒集团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大举措，东郊记忆园区已开启

“转换机制，汇聚资源，重塑标杆”
的征程，通过“公开挂牌、整体租
赁”方式，引进了东方正火公司进
行专业运营，实现“品质、形象、效
益和管理”的“四大提升”。而作为
东郊记忆新的运营合作伙伴，成
都东方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
事兼总裁罗邴文也非常赞同。“我
们会对东郊记忆的一部分建筑进
行改造，但所有改造都要遵守一
个原则：尊重历史的遗迹。我们会
尊重本身文保建筑和它的历史遗
存，这是很宝贵的财富。因为要把
东郊记忆5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进
行好的传承，就必须保持它原本
独有的性格。”做好了保护传承之
后，才能着眼于东郊记忆的“国际
时尚”。

记忆中的东郊记忆
真实且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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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成都人来创造
中国记忆、中国精神、国际时尚

22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蔚东多次
提到东郊记忆的“核心业态”，不仅要
适合天府文化，而且需要用青春现代
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沉甸甸的担子就
落在了罗邴文和他的团队肩膀上。“成
都在服装工业上可能根基上的要素不
是那么齐备，所以结合东郊记忆十年
来走过的时尚之路，以及去年（2020
年）时尚产业媒体Vogue Business in
China发布的《新时尚之都指数报告》
中成都位列榜首这一数据，我们是想
把东郊记忆打造成一个包含嘻哈、二
次元、街舞在内的青年潮流时尚园
区。”但是，经过多次调研，如果仅限于

“酷文化”，并不能代表成都这座新时
尚之都的维度和广度。“因为东郊记忆
有18个剧场，音乐部分是很有实力的，
在梳理后发现时尚方面有一个非常重

要的‘皇冠’，就是它的‘秀’，最终就把
它锁定在‘时尚秀场’。”

在东郊记忆的“时尚秀场”中，罗
邴文也有明晰的规划。“有综艺时尚，
有创意时尚，包括各种的创意手作，
沉浸式体验有关的业态，一些设计
师、潮牌主题店。同时我们又把嘻哈、
二次元等青年时尚放进去，加上我们
的艺术时尚，这样才能够打造我们的

‘天府时尚秀场’。”
不少人会把“东郊记忆”比作“伦敦

西区”或者“巴黎左岸”，但在罗邴文看
来，东郊记忆最大的优势是它的载体空
间。“20万平方米的空间，这就是一个超
级秀场，在十年后一定是有全球影响力
的标杆型聚合体。”更重要的是，与太古
里的橱窗时尚、娇子商圈的消费时尚相
比，东郊记忆提倡的是“创我时尚”。

提倡“创我时尚”
有自己的态度和表达

33

尹超是中国著名的时尚摄影师，
摄影风格非常国际化，这次他也受邀
担任东郊记忆的“艺术时尚发布官”。

“我大概是十年前就来过东郊记忆，当
时还处于开发中的状态，我体验了一
些创意工作室，觉得很前卫，很先锋。”
其实，“前卫”和“先锋”也是最吸引尹
超的地方。就像充满活力的成都，总是
让人意想不到。“大部分成都人对消费
的理念，有一种天生的特质。然后对新
鲜事物接受度特别高，对美和艺术相
关的文化敢于尝试。”

这次受邀担任东郊记忆“综艺时
尚发布官”的马力，是国内著名的综
艺节目导演，曾打造了国内多档知名
综艺。“虽然我不在时尚领域，但是我
觉得在成都一定可以找到很好的发
声体、表现体、艺术承载美的方式。但
凡是跟‘美’相关的这里都有。总之成
都既有浓浓的古早气息，又有跟现在
先锋时尚的东西进行碰撞产生的化
学反应。”

虽然自己最擅长的是综艺领域，
但是对于像“东郊记忆时尚艺术节”
这样的城市IP，马力直言两者不仅相
通更是相同。他告诉记者，自己会尝
试在东郊记忆产生新的课题。“把适
合的，也许是音乐，也许是艺术，也许
是有文化的特点，再去孵化最准确和
最匹配的。”

无论是尹超，还是马力，他们都期
待更多的年轻人在东郊记忆展现潮流
文化的活力，当成自己人生中最重要
的一场“秀”。“无论是时装也好，设计
也好，音乐也好，都需要去艺术地表达
出来。然后发生裂变，通过这样的交流
和大家打成一片互通。我觉得它未来
一定不止是秀场，可能会有一些展馆、
画廊，为自己的艺术家与外边的艺术
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共同空间做艺术交
流。”尹超坦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王祖曦 摄影记者 王效

在东郊记忆这个“梦工厂”
做属于成都属于中国的创意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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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就梦想，大运有你
成都大运会青春宣讲团
走进成大开展主题宣讲

全国优秀舞剧齐聚成都
《努力餐》昨晚开幕上演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
成都。在成都走向世界时尚之都的过程
中，东郊记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
集时尚设计、音乐艺术、展览演艺、文化
创意、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时尚
产业园区，东郊记忆IP在成都、四川乃
至全国已深入人心。

9月29日晚，东郊记忆“共未来 再
出发”十周年庆暨提档升级发布会隆重
召开。东郊记忆通过提档升级发布会向
公众宣告，从十周年出发，未来东郊记
忆将以园区现有工业建筑群为载体，依
托打造“一轴、两中心、4+3”策展式商业
主题组团，通过自有艺术节IP的打造，
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东郊记忆不仅仅
是一个场地载体、活动平台，更将是文
化品牌与IP的缔造者。东郊记忆将成为
以展、演为支柱，以策展式创新商业为
特色，以“天府时尚秀场”为新形象的文
商旅融合的国际时尚产业园。

在滴答滴答的时钟声中，“拾光车
站”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到激情燃烧
的岁月；在错落有致的转角墙面，那些
布满岁月的老旧电视机，在“拾间流转”
中重温遗失的美好；和“一眼未来”的

“大眼睛”进行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对
话后，转角遇到的是，滑板少年在赛博
朋克的工业长廊中肆意滑板。最终，来
到了所有人的“拾年之约”……9 月 29
日晚，在东郊记忆提档升级发布会前，
成 都 音 乐 光 影 秀 之 时 空 曲 率

《10SHOW》也在东郊记忆全球首演。
这是一场通过静态秀、光影秀、装置

互动秀、表演秀四个形态展现的多元跨
界创意公共文化体验项目。《10SHOW》
分为“拾光车站”“拾间流转”“拾空对话”

“拾代长廊”“拾年之约”。东郊记忆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东郊记忆不仅承载了
时代的感动，如今更是充满着对未来的

期许。通过现场现实与虚拟结合的光影
秀，展现出了整场演出的主题‘共未来
再出发’。”

在当晚的发布会上，成都市文广旅
局、成华区人民政府、成都传媒集团、成
华区委宣传部、成华区文体旅局、东郊
记忆艺术区管委会、成华区文旅产业发
展中心、成都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东方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相关
领导，以及中国时尚艺术、潮流创意产
业的特邀嘉宾们莅临出席。会上，东郊
记忆请来了在业界享有盛名的“四大时
尚发布官”：知名综艺节目导演马力、成
都籍设计师和艺术家殷九龙、中国最具
风格滑手张子杨、国际一线艺人时尚摄
影师尹超，他们是东郊记忆未来发展的
坚实核心伙伴。

同时，记者从东郊记忆官方了解到，
为了纪念建园十周年，东郊记忆举办了

“2021首届东郊记忆时尚艺术节”。艺术
节以“共未来 再出发”为主题，回顾东郊
记忆过去的辉煌历程，展望未来的无限
可能。除了昨晚的“成都音乐光影秀”，还
有“好看城市嘉年华”“爱成都，I秀出青
年创作展”“SHOW TIME嘉年华”“青
年戏剧展”等系列活动，为成都带来一场
无与伦比的时尚艺术盛宴。

9 月 30 日，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前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大提琴首席杨锰，
将在东郊记忆进行“十周年专场答谢音
乐会”，以舞台高清大屏幕放映视频与
影展内容+大提琴演奏为主要展现形式
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是史上首次中国籍
演奏家全场演绎巴赫全套大提琴无伴
奏组曲的震撼视听盛宴，也是疫情常态
化防控期间中外策展人与音乐家的首
个跨界类型国际委约合作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摄影 王效音乐光影秀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