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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在喀纳斯景区，一个山庄老板
告诉我，说他那里有一根奇异的大木头，让我
过去看一看。我对大木头一向好奇，就跟了
去。一进山庄，果然立着一根非常高大的木
头，头朝下栽在土里，根须朝天张牙舞爪，我
看了非常生气，对老板说：“你怎么可以把这
么大的一棵树头朝下栽着呢？”老板说，“是棵
死树。”我说：“死树也是树。它有生长规律，它
的生长是头朝上，像我们人一样，你不能因一
棵树死了，就把它头朝下栽到地上。假如你死
了，别人把你头朝下埋到土里，你肯定也不愿
意，你的家人也不愿意。”

这个老板显然不懂得该怎样对待一根木
头。谁又懂得这些呢？我们现在做什么事都普
遍缺少讲究，我们只知道用木头，用它建筑，
做家具，但不知道该怎样尊重地用一根木头，

我们不讲究这些了。但我们的前辈讲究这些，
我们古老文化的特征就是对什么都有讲究。
有讲究才有文化。没讲究的人没文化。

看看老家的老宅子，从一砖一瓦，到怎样
用木料，都有讲究。

我们的祖先把传统文化系统建筑到房子
里，人住在里面。

记得几年前我装修一个酒吧时，买了一
根长松木杆，要安在楼梯上当扶手，木工师傅
把木头刮磨好，问我：

“这根木头该怎么放？”
我说：“你说该怎么放？”
他看看我说：“应该是小头朝上，大头朝

下。我们老家都是这样做的。”
木工师傅的话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他显然

没有上过多少学，但是他知道最起码的一点，木

头要小头朝上，大头朝下。原因很简单，因为树
活的时候就是这样长的，即使它成了木头，做成
一个楼梯的扶手，也要顺着它原来的长势，不能
头朝下放。这是谁告诉他的呢？就是我们乡村文
化给他的。在乡村，老人都是老师，好多事情他
们懂，知道讲究。老人按讲究做的时候，年轻人
就学会了，文化就这样一代代往下传。

我小时候看大人盖房子，大人干活时我
们孩子都喜欢围着看，尤其是干技术活，因为
这些活我们一长大就得干。干的时候再学来
不及。只有小时候有意无意去学。大人们盖的
是那种朝前出水的平房，屋顶有一点斜度，前
低后高。房顶的椽子一律大头朝前。檩子横担
着，没有高低，但也有讲究，要大头朝东。房子
盖好了，一家人睡在一个大土炕上，睡觉也有
讲究，大人睡东边，睡在房梁的大头所在的地

方。小孩睡西边，睡在大梁小头所在的地方。
我从小就知道了盖房子木头该怎样放。以前
到了村里人家，习惯仰头看人家房顶的椽子
檩子，有的人家也不讲究，看到不讲究地摆放
木头我就觉得不舒服。

中国人讲究顺，这个顺就是道。道是顺应
天地的，包含了天地万物的顺。我们干什么事
不能只考虑人自己顺，身边万物都顺了，生存
其间的人才会顺。木头的顺是什么？就是根朝
下，梢朝上，树活着是这样长的，死了的木头
也是树，也应该顺着它。我想，即使一个没讲
究的人，看见一棵大树头朝下栽在地上，心里
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因为它不顺。我们住在
一个木头摆放不顺的房子里，生活能顺吗？

文/刘亮程（作者所著《一生的麦地》已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周 末 专 栏

对一根木头的尊重

市井成都，文创天
府 。成 都 的 文 创 脉 络
流 转 千 年 ，从 金 沙 遗
址 、太 阳 神 鸟 金 箔
……到今天的大熊猫
文化、三国文化、古蜀
文 明 等 天 府 文 化 IP，
无不展现着这座城市
极 富 特 色 的 文 化 创
新、创造意识。

古老和现代同在、
传统和开放共生、烟火
和时尚并存。

城市不会泄露自己
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
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
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
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
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
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
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城
市，没有一个人会成为
孤岛。

城市带给人的不
仅仅是景观，还有一个
人在城市的所有欲望
与回忆。而文化创意，
即要通过信息、传媒、
会展、创意设计、音乐、
艺术品原创等多种方
式，激发每个来过、向
往、停留、以及永久居
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
的欲望，用富有想象力
的形式表达出来。

创意城市，就是要
使城市自身变得更加
富 有 创 造 性 、富 有 活
力、赋予文化再生的能
力。在创意城市里，传
统文化不仅能够得到
有效保护，而且能够为
文化生产的资源重获
生机；创意阶层成为城
市文化创新的触媒，在
其影响下，创意不仅体
现在文化创意产业领
域中，更弥漫在城市社
区和市民的日常生活
中；文化消费不仅成为
城市拉动内需的经济
引擎，而且成为城市文
化 再 生 产 的 重 要 方
式——消费者不仅仅
满足于文化产品选择
的多样性，而且成为文
化意义的发掘者，他们
的愿望和要求被整合
进新一轮文化再生产
中，成为文化再生产的
创造源泉。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
的将城市名片打造得非
常显眼的城市，成都的
独特风格早已自成一
派。去过的人怀念美食、
晒太阳、赏夜景，还没去
过的则向往美景、熊猫、
火 锅 和 雪
山。这也是
一 座 具 有

“热搜”体质
的城市。如
今 小 视 频
APP更加立
体、私人、细
节地传播着
城市的点点
滴滴，也让
城市之间的
软硬竞争更
加激烈。

而文化创
意，让每座城市拥有自己
的名字。正如竞争战略之
父迈克尔·波特所说：“基
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
的 、最 难 以 替 代 和 模 仿
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
竞争优势”。

（综合自天府文化）

文
化
创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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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创意 生活 美好

成都深厚的文化底蕴正逐渐散发成都深厚的文化底蕴正逐渐散发
出新的魅力出新的魅力。。这背后这背后，，与成都正在全面与成都正在全面
推进的世界文创名城建设密不可分推进的世界文创名城建设密不可分。。

经过两年的培育经过两年的培育，，成都本土最具成都本土最具
影响力之一的天府文创大集市影响力之一的天府文创大集市，，已成已成
为为““成都文创人成都文创人””的盛大狂欢的盛大狂欢。。

77月月88日至日至1010日日，，由中共成都市由中共成都市
委宣传部指导委宣传部指导，，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成都市文化产业发展
促进中心主办促进中心主办，，谈资创意传媒承办谈资创意传媒承办，，成成
都东方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持的都东方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持的

““荷荷市市荷荷市市””20222022天府文创大集市启幕天府文创大集市启幕
场场，，在东郊记忆在东郊记忆··成都舞台盛大开启成都舞台盛大开启。。
本届天府文创大集市本届天府文创大集市，，以以““荷荷””为符号为符号，，
代表着天府文创大集市是一片孵化生代表着天府文创大集市是一片孵化生
机的荷塘机的荷塘，，每一个文创品牌都是灿烂每一个文创品牌都是灿烂
盛放的荷花盛放的荷花。。他们齐聚于此他们齐聚于此，，集中展示集中展示
其生命力其生命力。。

据悉据悉，，20222022天府文创大集市打造天府文创大集市打造
成都首个以露营成都首个以露营、、骑行骑行、、飞盘飞盘、、滑板滑板、、乒乒
乓等户外生活方式为亮点的文创集乓等户外生活方式为亮点的文创集
市市。。同时同时，，7070++宝藏文创品牌齐聚宝藏文创品牌齐聚，，以以

““荷田田荷田田”“”“尖尖角尖尖角”“”“聚成星聚成星”“”“别样红别样红””
““无穷碧无穷碧”“”“今夜白今夜白”“”“黑与白黑与白””几大板块几大板块
进行创意分区进行创意分区，，涵盖现代时尚涵盖现代时尚、、音乐艺音乐艺
术术、、创意设计创意设计、、居家生活居家生活、、手作共造手作共造、、轻轻
食餐饮食餐饮、、大熊猫特色文创及数字藏品大熊猫特色文创及数字藏品
等丰富多元的文创消费场景等丰富多元的文创消费场景。。

快看快看，，一场属于夏天和创意的奇一场属于夏天和创意的奇
遇遇，，充满生机的场域蓬勃充满生机的场域蓬勃，，似接天莲似接天莲
叶叶，，文创品牌如露珠清越有声文创品牌如露珠清越有声，，似蜻蜓似蜻蜓
闪耀其间闪耀其间。。

在这里在这里，，埋藏着怎样的惊喜埋藏着怎样的惊喜？？成都成都
商报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带你一探究竟红星新闻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天·府·文·创·大·集·市

荷田田
当露营变成文创

“荷田田”区域共有八个集运动、露
营、滑板等的文创品牌。其中Feipanda是顶
尖职业运动员+资深飞盘教练团集聚地。
创始团队自2010年起持续推广飞盘运动，
是国内最早一批职业飞盘运动员，创建了
成都首个、也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飞盘竞
技俱乐部——Feipanda Club（又名：成都
飞盘大队）。

Standard Nerds Club是2019年成立的
年轻艺术乒乓社群。他们在研发艺术乒乓
周边的同时，还尝试优化乒乓运动体验，希
望把乒乓球运动推广给更多的朋友。

聚成星
一家有超200名店长的书店

聚成星板块中涉及图书、音乐、咖啡
等文化生活。其中，浮于野书店创立于
2022年2月14日，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互联
网打工人让这间书店开门以后，它便成为
一个众人饲养的小动物。因为里面有将近
250名轮值店长，这是它存续至今的唯一
原因。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浮于野更像一
个平台，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开源性，它从
众人中来，也将走向众人，它不创造什么，
它让众人创造。

oarism于2021在成都成立，是集咖啡、
潮流服饰、生活方式、社交空间于一体的
线下复合属性空间，目前店内集合了10余
个国内原创品牌，产品涉猎服饰、文创、包
袋、鞋履、咖啡等，在此基础上还会有自主
设计的原创服饰和文创产品。

黑与白
让文博真切走进市民心中

在黑与白区域中，博物的事值得一
提。作为全国领先的城市生活美学服务平
台，YOU成都连续三年（2020-2022）与成
都市十余家博物、美术、艺术馆深情联动，
通过联名策划，以新的文化体验，展现各
场馆的馆藏宝贝、蒸热博物冷知识、接引
市民走进博物馆、艺术馆，切身体验文明
的力量。有人始终相信，博物可以成为日

常、习惯、养料与谈资。于此，YOU成都计
划将博物的日常带到活跃的青年文化场
景中，持续放大文博文创的魅力。

黑与白熊猫艺术数字藏品是黑与白
熊猫垂类数藏平台，致力打造最具影响力
和创造力的熊猫文化数字艺术品发行平
台。平台将熊猫文化作为平台品牌文化核
心，经典萌宠IP携手当下最前沿的区块链
技术定会碰撞出迷人火花，为关注和喜爱
大熊猫的全球人士提供最新鲜、最前卫的
新潮体验。

无穷碧
当传统遇上当代艺术

在无穷碧区域中，火痕柴烧以“柴烧
器物”“文创产品”“美学生活”“文博文创”
四大门类为发展方向，将中国传统技艺和
当代艺术风格进行了大胆而深入的结合
创新，以成都为原点，其能量辐射全国，自
成体系。

此外，意识浓缩品牌是从上海漂移至
成都，他们身体力行探索日常生活的创作
与实践。致力传统及有创造性的物件修
复、二手改造、手工食与物，以及制作打破
传统剧场空间的表演等。

别样红
感受城市是生活之美

或许，越自然的，才越能体现生活之
美。在别样红板块中，有集合花艺、园艺、
活动、休闲为一体的社区花店品牌--孢
子花艺Spore Floral，也有通过手工制作可
以使用的物具--MUMO木墨。以及涉及
服装、民宿、书店、旅行等产品和活动的远
家YUANJIA。

今夜白
挑战你的味蕾

喝杯咖啡，再来杯酒。在今夜白区域
中，有Celyn's口袋捞捞面，他们家的面，没
有正式的桌椅，买卖方式，更像是以秒计

时的“微露营”。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
解：聊会儿天，吃个面，喝杯茶，欢迎你的
光临。

绿波间
用艺术玩酷夏日

在绿波间区域内，特别邀约了四组艺
术团队，以本次市集主题“荷荷市市”进行
自由的平面设计创作。本次主题通过“荷”
的意象，让灿烂的文创品牌齐聚于这个夏
日，盛放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场域。

Icy Tan是一位居住在成都的插画师。
她喜欢用弯弯曲曲的线条和明亮的色彩
绘画内心的奇妙世界。PaperPlay初期售卖
贺卡、婚礼请柬、礼物包装等纸制品。其希
望传递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谊，鼓励人们
表达内敛的情感，让温暖在不经意间送达。

W.E.D-CREW是一个结合了众多
奇妙意志的创意体。除了向市场提供创意
服务外，还深度扎根青年文化与潮流艺
术，并在线下拓展自主品牌商店、美术馆、
餐饮产品、潮玩店、展览及活动等。

躁起来
随音乐一起嗨！

DJ TLA。& Caster电子组合under-
wave成员，拥有十年以上电子音乐制作经
验。追逐深邃科技与古典美学的碰撞，探
索多面宇宙，人性之美。绚烂的音色，深刻
而富有能量的旋律，擅长在各种场景下融
合超感的音乐。

Fayzz是一支成都的独立摇滚和器
乐摇滚乐队。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器乐
乐队，Fayzz融合但不局限于后摇滚、数
学摇滚、独立摇滚等流派，编排丰厚，曲
风清新。

绿叶红花乐团则由两位资深音乐人
领衔，一群热爱音乐的平凡人组成。乐队
每一位成员既能担纲主唱，做最耀眼的
那一朵红花，也能为队友唱和声，做彼此
背后的那一片绿叶。木吉他、小提琴与多
声部人声的配合是乐队的特色，表演曲
目中既有经典名曲，也有个性改编和原
创作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