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根天府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现代城市的特色
塑造如何才能保留传统文化的神韵？
如何利用天府文化打造成都的文博
旅游产业？

谭继和：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在
加速推进，国内许多城市都在发生日
新月异的变化，但是走一走、看一看，

“千城一面”的现象并不少见。其实每
个城市差不多都有体现自己个性、特
色和神韵的实体或遗产作为该城市
的代表，关键看怎么用。

像成都，建城史长达2000多年，
本身有着独具魅力的城市文脉，在现
代化的建设进程中，更要突出城市文
化特色，保护城市历史印记，用城市
的文脉和内涵，把城市的神韵留住。
比如正在建的“杜甫千诗碑”，就让盛
唐文脉延续到当今，我个人很期待建
成，相信身为成都人，每个市民都想

去感受一下。
比如成都在农耕时期的人居文化

是林盘文化，“小桥流水、竹林茅屋”，
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是工
业文明时期，大家住在城市里，不需要
耕作，但能不能把林盘的特色保留移
植到城市来呢？街道多设计一些绿树，
市区多配备一些公园，让城市建设成
一座生态美的城市，这也是保留。

再比如，成都历史名人资源非常
丰富。北宋著名药学家唐慎微就是如
假包换的成都人，他对发展药物学和
收集民间单验方作出了非常大的贡
献，可以说他编纂的《经史证类备急
本草》是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蓝本。
对于这类科技名人，公众知道的并不
多，那能不能对成都的历史名人进行
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成为我们可以选
用的文化资源呢？以唐慎微为例，是

不是可以建立一个中医药博物馆？是
不是可以完善一条中医药养生的旅
游线路？是不是可以把唐慎微的人生
经历进行文学创作、影视创作，用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呢？

除了城市，周边城镇同样可以用
特色文化建设来打造古镇旅游。古镇
不是附会历史、编造历史，而是真正体
现民俗文化和历史背景。成都周边的
城镇跟北方的乡镇是不一样的，呈现
出乡镇联排店居与林盘文化相结合的
形态。这些古镇多将街市、场镇、商埠、
水陆码头、庙宇祠堂、会馆书院聚集为
一体，形成多元一体的城镇布局，人文
内涵极其丰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把它们按特色打造出去，宣传出去，让
住在城市里的人周末假日愿意去城镇
逛逛，感受流传千年的天府民俗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论道·成都策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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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参与天府文化概念商讨和拟定的巴蜀文化专家谭继和

揭秘天府文化内涵

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未来
5年，成都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国家中心城市进程中，将增强西部文
创中心功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塑造城
市精神，丰富文化供给，建设蜀风雅韵
的历史文化名城、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
之城、享誉全球的文化创意之城，建成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全面提
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凝聚力、创造力，为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奠定坚实基础。

“创新创造、时尚优雅、乐观包容、友
善公益”，首次被创造性提出的“天府文
化”，将怎样延续成都悠长厚重的历史文
脉精髓？又将怎样标定成都文化发展的愿
景？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将如何从理念转
化为实践，融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四川省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谭继和，作为浸淫巴蜀文
明研究近50年的资深专家，他参与了
“天府文化”概念的商讨和拟定。谭继和
对“天府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回应，为这
片土地的文化基因做了注解。

成都商报记者：“天府文化”将成
都的传统文化定义为“优雅从容”，从
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成都的
优雅从容是如何体现的？又是如何沉
淀成城市文脉的？

谭继和：以往研究巴蜀文化，多
是巴山蜀地放在一起说。实际上，巴
蜀文化大区系内部可以分为若干特
色小区，这也是今后整个巴蜀地域文
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巴人历来
质朴率真、崇刚武，蜀人历来聪慧多
智、好文雅，所谓“蜀出相，巴出将”，
所以“天府文化”把成都的文化传统
定义为优雅从容，是准确的。

成都文化的优雅，在于历来重文
史、重文学，“西蜀自古出文宗”，意思
是天下文坛的宗主领袖多出自天府。
他们有些出生在成都，有些生活在成

都，历经蜀山蜀水蜀文化的熏陶，成
就了文学大才。

由西汉赋圣司马相如开端，后有
汉代“孔子”扬雄，唐代“开风气之先”
的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宋代

“千古第一文人”苏轼、剑南诗宗陆
游，明代文坛宗匠杨慎、清代函海百
科李调元、性灵南宗张问陶，直到现
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成都的几
千年文史未断，而且每个历史时期出
的文人都傲立于时代之巅。

再说蜀地文人的创作风格，想象奇
谲、浪漫风流、从容不羁，跳脱出中原文
化背景下的诗人创作，带有蜀地的鲜明
特点，这是成都文化沃土厚植出的果
实。尤其要提的是，成都文化的优雅，
还在于培育的才女多，凌濛初在《二刻
拍案惊奇》盛赞“蜀中女子自古多才”。

要说“成都姑娘”，卓文君、薛涛、浣花
夫人都是，而且在今天的成都，仍保存
了成都姑娘们遗留的蜀风雅韵。

成都文化的“优雅”可以理解为一
种细腻雅致的风格，更可以扩展为博
大风雅的品性，成都的文化悠长厚重、
独具魅力，是一种“大雅”。最好的例子
就是儒释道在成都完美融合。古蜀是
仙源故乡，传说的古蜀三王蚕丛、柏
灌、鱼凫皆得仙道；原始儒学兴于古
蜀，古蜀人做了开源性的贡献，后来才
有孔子对儒学的集大成；佛教传入古
蜀后，南宗的顿悟和北宗的渐悟在蜀
地是兼容的，独创了蜀中禅系，佛教向
来有“言禅者不可不知蜀，言蜀者尤不
可不知禅”的说法，就是指西蜀在禅宗
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成都的文
化厚重包容，在文化版图上独具一格。

成都商报记者：成都是古蜀文明
的发祥地，2300多年“城名未改、地址
未变、中心未移”，能坚挺地传承下
来，其中的文化内涵必定历经多次丰
富和拓展，你怎样看待成都文化内在
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天府文化”的概
念较之传统意义上的“西蜀文化”，内
涵有何变化？

谭继和：成都文化的开拓创新是
镌刻在基因中的。虽然地处四川盆
地，但自古以来，成都并不封闭。要知
道从汉代的“列备五都”到唐代的“扬
一益二”，一直以来成都的工商业都
很繁华，不是单纯的捆绑在土地上的
农耕文明。

李白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人却从来没有固守盆地，早在古蜀
时代就有了陇蜀金牛道开凿。到秦汉
时，蜀栈道达于极盛阶段，“四塞之
国，无所不通”，冲破盆地桎梏，建立
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这是古蜀的对

外开放。
不过，我们要承认，厚重的传统

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在今
天，如何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
代传承城市文化的个性和神韵，是我
们这代人要思考的问题。天府文化实
质是传统的天府之国文化概念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
传承到创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古蜀
人经营蜀地，有2000多年，到东汉才
被称为天府之国，得到外界承认，接
下来的2000多年，成都一直保持着天
府之国的文明追求。现在我们如何保
护这个“优越秀冠”的称号，保护的过
程就是经营4500年文化的过程，需要
不断转型、不断创新。

现在的“天府文化”是历史根脉
开出现代文明之花，如同西蜀在唐代
移植天台牡丹一样，“牡”是根上长
苗，“丹”是红色，牡丹的本意就是在
母根上开出红花，用来比喻“天府文

化”的传承和革新很恰当。
比如说“乐观包容”和“友善公

益”，看起来是现代社会的价值要求，
其实在传统中能找到根源。天府的儒
释道融合的文化之中，人们对生活的

“进”“退”张弛有度，生活态度行云流
水。在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中，我
们也能看到古蜀人乐观向上、向往光
明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友善公益
的社会风气我们能从古诗中得到最直
接的认知，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创作的
许多诗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客
居成都的几年，他过得平和舒展了许
多，邻里间有很好的互动，“花径不曾
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放在现代
社会，这是对每个处在特殊历史时期
的市民提出的期盼，既敢于挑起历史
担当，又生活乐观，涵养出上善若水的
社会风气。“天府文化”不是停在历史
的、不是留给政府的，是每个市民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标杆。

蜀人历来聪慧多智、好文雅

对比西蜀文化 天府文化是传统的不断转型创新

破解千城一面 保护历史印记 留住城市神韵

传承革新

谭继和

对于如何利用天府文化打造成都文博旅游产业，谭继和说，可以用特色文化建设来打造古镇旅游，真正体现民俗文化和历史背景

紧接01版 会议指出，近
日，市政府督查室会同有关部
门对我市部分景区、公园、社区
公共厕所建管情况进行了专项
检查和暗访抽查。检查发现，前
期各市级有关部门、区（市）县
行动迅速、工作落实到位，检查
情况总体良好，但也存在浣花
溪公园、南郊公园内部分厕所
卫生不达标、管理服务不到位
等问题。要坚持以需求为导向，
持续推进“厕所革命”，按照合
理、便民的原则进一步科学优
化布局。要强化督查检查，加大

暗访抽查力度，加强正面宣传
引导，广泛听取市民、游客的意
见建议，积极营造全社会高度
关注、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要按照省环保
督察组反馈意见，以及我市制
订的详细整改方案，狠抓问题
整改落实，确保见到实效。要坚
持问题导向，严格做到“一个问
题，一套措施，一名责任人，一
抓到底”，坚决防止问题反弹。
要倒排时间节点，强化跟踪督
办，严格责任追究，以务实举措
推进全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紧接01版 会议要求，要根
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域特点、资
源优势，科学规划布局全市健康
服务业空间结构。要积极推进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建立健全内在
激励与外部支撑机制，为签约居
民提供更好的基本医疗、公共卫
生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要扎
实开展好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

市创建，强化学校、医院、机关等
重点场所食品安全检查，提升全
市食品药品安全水平，进一步增
进市民群众的获得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会议开始前，泰和泰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马春燕
律师就“一带一路”相关法律政
策作了专题解读。

确保黄标车年内全淘汰

紧接01版 要有“志气”，秉持
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精神。二
要坚持专心致志，提高专业学
习能力。深刻把握特大中心城
市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以科学
态度、先进理念和专业知识，努
力成为城市规划管理的“行家
里手”。三要坚持统筹协调，提
高全局思维能力。树立全市“一
盘棋”的思想，增强规划“一张
图”的全局思维，探索“多规合
一”的机制，统筹政府、社会、市
民三大主体，提升“总揽全局、
突出重点，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的规划能力水平。四要提高
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的能力。确
保城市的战略定位科学、方向
清晰，确保党委政府的战略意
志、规划设计师的专业水平与
公众的参与充分互动，实现城
市总体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
划、城市设计有机衔接。

范锐平指出，学习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问题。希望大家主
动思考、研究解决城市交通系
统规划管理、海绵城市规划建
设、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规
划、城市产业功能分区规划、城
市生态环境规划、城市天际线
设计、城市色彩规划、城市精细
化管理等问题，带着问题去、揣
着成果回，学得“真知”、取到

“真经”，真正用规划指导实践。
范锐平强调，城市规划管

理水平，决定着城市的功能完
善程度、效率便利程度、环境

优美程度和人与自然和谐程
度。全市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学习钻
研，不断提升城市规划管理能
力，众志成城、凝心聚力，奋力
把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变
为美好现实。

罗强在主持会议时说，市
委、市政府决定举办“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规
划建设专题培训”，是深入贯彻
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国家中心城市、进一步提升
全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水平的
一项重要举措。大家一定要认
真学习、深刻领会本次动员会
特别是范锐平书记的讲话精
神，倍加珍惜此次培训机会，结
合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精神、结合成都当前发展阶段
性特征、结合本部门本地区工
作实际，勤学深思、学以促用，
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和
期盼；要严格遵守培训规章制
度和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扎实
完成好规定的教育培训任务，
展现成都干部的良好形象。

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各区
（市）县和市级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将于5月上旬和5月中旬分两
期在天津大学参加“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
市规划建设专题培训班”学习。

市领导王波、刘守成、刘宏
葆、杨林兴出席会议。

用新发展理念指导实践
让城市既有“颜值”又有“品质”

今春以来全域增绿 成都栽树214.6万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