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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具备成为世
界级城市的必备要素，
有迅速发展成为世界
城市的能力。许多指标
显示其全球影响力和
国际地位表现良好。

根据我们界定成
功未来的关键指标，成
都正蓬勃发展为许多
快速全球化产业的根
据地。

我们对世界文化
名城论坛成员城市进
行比较，成都不仅表现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
文化愿景方面甚至超
过了伦敦和奥斯汀。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组委
会、伦敦市政府特委顾问拉娅·
加施

西南偏南艺术节首席项目
执行官休·弗雷斯特

蒙特利尔市剧院-节日-活
动部部长丹尼尔·比索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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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成都让我一直很享受。”来过
成都好几次的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约翰·
霍金斯特意用了“回到成都”来形容成都
给他的归属感，又不忘再强调一句，“真
的很享受！”

到处都在刷新霍金斯对成都的印
象，更大、更亮、更高，霍金斯形容说，成
都的“外在”变得更洋气，而内在友好、开
放的特质一直没变，这正是成都吸引全
中国的人都愿意到这儿来的原因。

论坛开幕式上，首个“一带一路”世界
城市文化发展研究报告发布，成都被定义
为“具有开创性的新兴世界城市”。对成都
颇有感情的霍金斯也为成都感到高兴。他
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所做出的非常重
要的倡议，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而成都的文化发展已经在其中扮演重要
一角。如果成都能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产
业做出贡献的话，对成都的发展也是一次
难得的机遇，这将是双赢的结果。

对于成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霍金斯
认为成都有了基础，那就是具有迈向国际化
的强大雄心。“我认为成都是一个非常巨大
的宝藏，虽然它在中国很有知名度，但在世
界上影响力还不够，挖掘后会有很多惊喜。”

如何去挖掘成都的内涵，使其在“一
带一路”建设上发挥出更大能量？世界创
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给出的答案扎根
于文创产业。他表示，要发展创意产业、建
设文化名城，一座城市的自信心和决心非
常重要，创意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强
大的远见，需要结合政府和高校的力量来

支持那些想要加入创意产业的人。“成都
在文化创意产业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只
需要继续努力做它正在做的事！”

对于成都要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霍
金斯给出的观点是要站位高远、比肩世
界。霍金斯说，放眼世界，大部分的世界
文化名城，其居民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度
都非常高，同时在硬件设施上它们拥有
一流的、世界级的建筑、会议和组织，还
拥有国际品牌和企业。如果成都要向世
界城市进发，需要引入世界级的机构，通
过机构吸纳世界各地的人，并让各地的
人在成都享受到文化产品的服务，丰富
文化生活。“成都只要坚持做下去，不断解
决问题，就一定会成为世界文化名城。”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尹沁彤

文化对于城市的意义是什么？
英国伦敦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组委
会、伦敦市政府特委顾问拉娅·加施
女士曾负责举办2012伦敦奥运会文
化奥林匹克运动会，她用一句肯尼
亚作者恩古济的名言来开启文化对
于城市的意义，“文化对于社会来说
就像是一朵花，花朵是新的植物种
子的携带者，它携带着整个物种的
未来。”

“我们在此创造的是城市的未
来。”拉娅·加施说，文化在今天是所
有城市的精华，这种力量使城市既
有深度又更成熟。诚然，城市需要基
础设施建设，诸如道路、交通、水利
工程、建筑、楼房等基础设施是让城
市更宜居的硬件设施，而城市同样
也需要软实力，文化的软实力让城
市变得可爱和人性，创造繁荣，从而
通过软实力的影响寻求城市在全球
的领导力。

因为世界文化名城天府论坛，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专家、领导和有
创意的思想家们都聚集在成都，结
成一张强有力的关系网。关系网中
的会员们自由交流思想，把知识当
作共同的资本，达成文化交流和合
作共识。这是拉娅·加施最为兴奋的
一点。她肯定了论坛的会员城市开
放的思想，认为“开放”的共同特性
是世界文化名城网络如此特别的原
因，开放也会使城市之间交换思想，
碰撞火花。同时，拉娅·加施认为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有雄心
壮志的项目，可以给“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带来新的投资机会，并加强
我们城市之间的联系，成都将在其
中获取机会。

来到成都，拉娅·加施对天府文
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成都
既有深厚的历史又面向未来不断发
展，“希望来参会的世界文化名城能
够享受天府文化。”

每年3月，美国德州州府奥斯汀都会
被一股喧闹的气氛所围绕，不同着装、不
同兴趣、不同国籍的人们聚集在这座不算
太大的城市，只为了“西南偏南”艺术节。

“西南偏南”，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艺术节之一，每年都能请到文化界的
大咖，让世界各地的音乐、电影爱好者趋
之若鹜，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同时，
这个艺术节也给奥斯汀这座城市注入了
新的活力、改变了城市发展进程。

昨天，这个艺术节项目的首席执行官
休·弗雷斯特出席了世界文化名城论坛，
他将论坛的新成员成都比作是和奥斯汀
一样充满活力的城市，并表示他很期待能
见证、参与到这座城市的未来发展。

第一次到访成都，奥斯汀在此之前阅
读了很多关于成都的资料，当真正踏上这
片土地时，他感叹这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
市，“气氛很棒，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年轻
人，让人感到充满活力，这让我觉得和奥
斯汀很像。”他表示，这种氛围能帮助成都
成长发展，“人才带来创新，这是城市能在
21世纪取得成功发展的秘密资源。”

而在休·弗雷斯特的心中，一个城市
的文化氛围、对于文化的重视，以及举办
的文化活动，是能够吸引到人才的。他告
诉记者，“西南偏南”艺术节至今已运作
了30年，而这个关于创新、文化、艺术的项
目，吸引了很多人们来到奥斯汀，同时也
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这给城市带来商
业和游客，让城市成长发展、充满活力，
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听闻成都正打造世界文化名城，他
建议成都也可借鉴奥斯汀模式，打造类
似的关于创新、文化、艺术的项目。在这
个过程中，他认为成都、奥斯汀两座有
共同之处的城市可以一起携手前进。

“‘西南偏南’是非常期待和中国合作
的。如果我这次到访能对这个目标有所
裨益的话，我们可以从明天开始就建立
更多的联系，启动更多的项目、培养更
多的创新人才和艺术家，这会是一件非
常棒的事。”

蒙特利尔，这个加拿大第二
大的城市，又被称为“北美小巴
黎”和“设计之都”，每年都会用
一系列文化活动抓住世界游客
的眼球。

但在蒙特利尔市剧院-节
日-活动部部长丹尼尔·比索内特
的心中，与其说蒙特利尔因这两
个称号而闻名，不如说他们在几
个文创产业领域上取得了成功。

“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创新力
量。”比索内特指出，而这种力量
来源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和城
市能吸引的人。“因为如果城市想
成为创新孵化器，你就需要来自
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他们的文化
互相碰撞，从而创新创造。”

这一点，他认为成都做得非
常好。“从我看到的、听到的，我发
现开放是成都这座城市的核心价
值观，这是很重要的。”比索内特
表示，如果想吸引外国人来、定
居、开展事业，那么就要让他们感
受到被欢迎、感受到这是一座开
放的城市。

虽然第一次来成都，但比索
内特早已有所了解。“我觉得在电
子竞技产业和音乐产业非常有创
新性，电子竞技产业成都有非常
多的人才，我非常喜欢成都的音
乐，我觉得在这两个领域成都都
非常有潜力成为领导者。”他表
示，蒙特利尔和成都有很多相似
之处——独特的历史、强大的文
化产业、都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开拓更多特
别的领域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摄影
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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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组委会在论坛
上发布了首个“一带一路”世界城市文化发展
研究报告——《“新兴世界城市：用文化连接
世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文化交流与对话”》。

研究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是人
类历史上最大的基建工程项目、最具前景的
全球建设项目，当商品和服务流通与思想和
创造力的流通结合时，将形成最强大的力量。
当前全球力量正在向亚洲倾斜，文化联系需
要予以反映。通过建立文化、教育和投资联
系，各城市可以确保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内创造更坚实的网络，同时加强国与国之间
的全球经济合作。

研究报告赞赏成都主动服务中国对外开
放战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许多寻
求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中国城市之一，成
都是一个快速成长和全球化的大都市，中国
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经济中心，是中国人心目
中生活质量很高的一座城市，它的文化和艺
术水平获得了很高评价，也具有国际知名
度。”研究报告对成都全球化指标和城市软实
力等进行分析后，将成都归类为“具有开创性
的新兴世界城市”。“成都具备成为世界级城市
的必备要素，有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能
力，许多指标显示其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表
现良好。根据我们界定未来成功的关键指标，
成都正蓬勃发展为许多快速全球化产业的根
据地。我们对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员城市进行
比较，成都不仅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文
化愿景方面甚至超过了伦敦和奥斯汀。”

研究报告认为，天府文化是一种以文化和
美学为优先的生活方式，为创新和解决问题提供
了独特的文化途径。在独特城市文化的塑造下，
成都正在建造一个在未来十年内经济可与历史悠
久的世界级城市相匹敌的世界大都市，正在助力
推动中国全球化进程、创造全球性创新业务并通
过自身国际化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成都有机会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方面发挥领军作用。

作为分析报告的一部分，世界文化名城
论坛组委会咨询了世界城市管理者和权威文
化专家，了解他们对成都的印象。结果发现，
成都日益增强的文化影响和经济重要性已受
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许多受访者都想进一步
认识天府，了解其在建立“美好生活”方面的独
到之处。报告引述世界创意产业之父、英国经
济学家约翰·霍金斯的话说，“成都在中国人民
心中具有特殊地位，兼具历史文化、传统生活
方式与现代化发展。正因如此，我每次到访成
都都是一份愉悦的经历。成都有一种内秀的力
量，代表着中国的至善至美。我相信，在未来，
成都将会逐步向世界展示中国最佳的生活方
式、文化、创新与商业。成都在‘一带一路’倡议
中的定位，也必将助推成都的发展。”

成都如何才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发挥更大能量？
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

成都只需继续努力做它正在做的事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组委会、
伦敦市政府特委顾问拉娅·加施：

我们我们在此在此
创造的是创造的是

城市的未来城市的未来

西南偏南艺术节首席项目
执行官休·弗雷斯特

成成都和奥斯汀都和奥斯汀
一样让人感到一样让人感到

充满活力充满活力

蒙特利尔市剧院-节日-
活动部部长丹尼尔·比索内特

开放是开放是
这座城市的这座城市的
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

6月21日，2018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在成都东郊记忆演艺中心举行。图为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约翰·霍金斯

“具有开创性的新兴世界城市”
首个“一带一路”世界城市文化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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