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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羊区奎星楼街的明堂文
化创意园，本地艺术家、手作匠人
在这里思考、创造、忙碌，将成都
文创产业搞得风生水起。激活老
街区的创新动力，形成新的文创
街区，天府文化正在这样的文创
发展中激发出更深的活力。这种
改变，正在与成都的发展理念不
谋而合。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
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正
在蓉城大地尽情蔓延，让人文成
都别样精彩。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全
面加强天府文化建设，繁荣公共文
化事业、壮大文化创意产业、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让音乐浸润城市、
让文化滋养心田，让“土玩意儿”更
具国际范。作为成都文创产业的深
度参与者，昨日，市政协委员、成都
明堂文化创意园创始人于侃接受
记者专访，从一个文创工作者的角
度，为文创产业和天府文化的发展
建言献策。

看好产业发展
“文创从业者正在经历黄金时代”

2月22日，成都正式发布《建
设 西 部 文 创 中 心 行 动 计 划
（2017-2022年）》，为成都发展文
创产业描绘了详细蓝图。于侃对
此十分激动——“成都的文创从
业者正经历黄金时代。”

近几年，明堂创意工作区入
驻孵化了数十支成都本土各类文
化创意团队。在于侃看来，成都的
文创产业在这几年经历了最大力
度的推广，这意味着，文创产业也
成为一件“挣钱的事情”。“以前都
是我到处去找项目，而现在是项
目不断来找我。”于侃大谈明堂带
给自己的改变。如今，已有音乐、
影像、设计、策划、动漫、画廊等
30余家实体企业入驻明堂，参与
合作小微文创团体及项目有600
多个。而几年前，于侃跑一年才能
接触20多个项目。

以奎星楼街为核心，成都正
在打造文创机构集聚地。以明堂

文化创意园为例，如今这里已入
驻各类小微文创团队（项目），以
做生态建社区、培育文创产业内
生动力为特色的“明堂模式”吸引
了全球目光。通过举办少城有明
堂-NUART 艺术节，与宽窄巷
子交相辉映，让少城焕发出崭新
的文化活力。

明堂的入驻，也搭建起了文化
创意人才聚集交流的平台，为成都
发展天府文化培养更多“基石”。于
侃表示，如今明堂通过举办现代艺
术巡展、创意沙龙等形式，为广大

“草根创客”和大学生创业、成长提
供帮助。另一方面，明堂还邀请本
土、全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家和文创
团队进驻，让文化人才与街道居民
融合共生。

作为市政协委员，于侃希望
自己能够为成都发展文创产业
献计献策。这几天，他正在撰写
一份提案，其中提出成都要针对
文创提供更多职业化的人才和
项目化的奖励。他特别强调，这
是自己十几年的职业生涯积累，
加上与在明堂工作的团队沟通
后提出的建议。

成都急需职业化人才
建议在蓉高校开设更多文化艺术
类专业

“人才，是每个行业发展的基
石，这对于文创行业尤其重要。”
于侃表示，在发展过程中，除了挖
掘顶尖行业精英外，职业化人才
更能为成都搭建更多的专业团
队，充分形成合力。

于侃特别提到了音乐产业在
成都的发展。他告诉记者，除了台
上的歌手外，台后的录音室、调音
师以及控制灯光、舞美等专业团
队将为产业提供更好的素质平
台，帮助成都的音乐团队在外形
成较强的竞争力。“去年我们邀请
了一个德国乐队来明堂演出，他
们专业的团队让成都音乐人感到
吃惊。”于侃表示，来蓉演出过程
中，就连调音工作也专门配备了

两人，一人是具有 23 年工作经验的
返耳调音师，另一人也拥有近20年的
工作经验。在于侃看来，如果成都能
够拥有大量这样的职业化人才，提高
城市音乐行业的整体实力，将极大地
增强文创行业向外发展的竞争力。

此外，文创产业的发展，也为成都
发展总部经济带来更多机会。据于侃
介绍，随着成都文创行业的快速发
展，一些文化公司也在考虑将制作后
台的总部基地落地成都。因此，他建
议在蓉高校开设更多文化艺术类专
业，为成都集聚更多的文创职业化人
才，从而将文创转变为本地优势产业。

一首歌也可以是文创项目
鼓励文创出品，可设立项目化奖励

除人才外，于侃还针对小微文创
团队的发展现状，建议成都在支持产

业发展上，根据产业特色推出项目化
奖励。这意味着，规模较小的团队可
以以一首歌、一部小说等作品作为文
创项目，申请项目奖励或补贴。

“天府文化源远流长，这座城市
从来不缺文艺细胞。”于侃表示，从
明堂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成都
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小微文创项目，
这正是这些团队在为天府文化的发
展提供快速而专业的文创出品。于
侃表示，文创出品是一项轻资产工
作，工作路径主要包括“创业-产品-
推广”。在交流过程中，于侃注意到，
这些团队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是缺
乏平台，而这正需要政府政策上的
支持。于侃表示，“未来，政府还可
以通过搭建平台、建立公共录音室
等方式，为文创工作者提供更多支
持，激发他们为成都文创产业创作
更多更好的作品。”

市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
西财智库 CEO 汤继强在昨日的
政协会议大会发言中，针对天府
文化发展提出了系列建议。

“文化是一种信息，是一种具
有特殊功能的信息，文化必须要
表达或传递出某种信息。文化的
一切内涵都与信息的生成、延续、
扩散、交流、复制相关。”在汤继强
看来，天府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多
重包容性。

他提出的系列建议包括：做好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工作的
顶层设计；成立成都市文化发展志
愿者联合会，把一些退下来的管理
者、专家学者、艺术家、文化工作者
招募进来，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启
动调查摸底，挖掘一批历史遗存，
新生一批新文化作品和产品，包括
产业文化、现代文化，有效整合各
类资源；制定出台一系列有利于天
府文化发展的积极政策，尽快形成
有助于天府文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鼓励和推动成立一批有志于天府
文化发展的智库机构；加强天府文
化发展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汤继强还在发言中特别建
议，要加强和提升天府文化发展
的科技水平，运用最新的现代信
息技术和手段，以人民大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方法，以年轻人最能
够接纳和喜爱的方式方法，传播
和传承天府文化。

“实施积极的文化人才计
划，培育新天府文化人。要抓住
年轻人的胃口，创造符合现代消
费观念的新型文化产品。要用新
意装老酒，多用现代化、可视化、
科技化等现代信息技术去生产
和包装文化产品。”在他看来，成
都需要一批热爱和传播天府文
化的优秀人才，要制定“天府文
化领军人物计划”“天府文化千
人计划”“天府文化产业领头人
计划”“成都国际形象大使”等，
培育一批新天府文化人。

“打造东华门、邛窑等 5 大遗
址公园”，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对此，市人大代表、邛窑大
师工作站及国际交流中心执行主
持李清泉感到非常振奋。昨日，他
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今年4 月，邛
窑核心园区就要开园了！”李清泉
说，“本月初，在邛崃市的邛窑遗址
公园内，熄灭近 800 年的邛崃窑火
被重新点燃（下图），再次重现柴火
烧制工艺，窑火将长明下去！”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邛窑创烧
于南北朝，盛于唐、五代，衰于宋，是
跨越8个多世纪的中国古代陶瓷名
窑。独一无二的邛三彩是邛窑的标志
性产品。天府文化成都临邛文博创意
示范产业区以邛窑遗址为核心，不仅
将进行文物保护、文化传承，还将进
行文创开发，实现政产学研用。

点火的文君窑是一个现代柴
窑，由中、美、韩三国30余位陶艺家
共同设计。“窑炉共有4个窑室，有时
尚的，有传统的，烧制方式贯通古
今”，李清泉介绍说，还有一个满足
环保需求的燃烧室。而窑口就是创
意集市，可以进行交易。

他还表示，在核心园区开放以
后，将落实文创研发中心，做好产业
链；落成传统手工业考古中心；并通
过文物及文创产品交易中心实现市
场化。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发展文创产业
急需职业化人才和项目化奖励

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成都明堂文化创意园创始人于侃建议成都明堂文化创意园创始人于侃建议：：

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西财智库西财智库CEOCEO汤继强汤继强：：

用现代信息技术
生产和包装文化产品

市人大代表、邛窑大师工作站及
国际交流中心执行主持李清泉：

邛窑炉火已重燃
4月开放核心园区天

府
文
化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成都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发展“创新创造、时尚优
雅、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天府文化，让天府文化成
为彰显成都魅力的一面旗帜，让人文成都别样精彩。
在这次市“两会”上，天府文化也成为代表委员们最
为关注的热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将全面加强天府文化
建设，繁荣公共文化事业、壮大文化创意产业、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让音乐浸润城市、让文化滋养心田，
让“土玩意儿”更具国际范。作为成都文创产业的深
度参与者，昨日，市政协委员、成都明堂文化创意园
创始人于侃从一个文创工作者的角度，为文创产业
和天府文化的发展建言献策。

市政协委员于侃

本月初，熄灭近800年的邛崃
窑火被重新点燃

提案聚焦

市政协委员
于侃建议：

“人才，是每个行业
发展的基石，这对于文创行
业尤其重要。”于侃表示，除
了挖掘顶尖行业精英外，职
业化人才更能为成都搭建
更多的专业团队，充分形成
合力。他建议在蓉高校开设
更多文化艺术类专业，为成
都集聚更多的文创职业化
人才，从而将文创转变为本
地优势产业。

除人才外，于侃还
针对小微文创团队的发
展现状，建议成都在支持
产业发展上，根据产业特
色推出项目化奖励。这意
味着，规模较小的团队可
以以一首歌、一部小说等
作品作为文创项目，申请
项目奖励或补贴。

市政协委员
汤继强建议：

启动调查摸底，挖
掘一批历史遗存，新生一
批新文化作品和产品，有
效整合各类资源；制定出
台一系列有利于天府文
化发展的积极政策，尽快
形成有助于天府文化发
展的政策体系……

实施积极的文化人
才计划，培育新天府文化
人。创造符合现代消费观
念的新型文化产品，多用
现代化、可视化、科技化
等现代信息技术去生产
和包装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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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要闻

2018年2月26日 星期一

08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叶燕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