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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思想 新时代 新天府

今年端午节小长假，金沙遗址博物馆人气爆棚。
站在遗迹馆考古探方之上，面对泥土里露出的象牙、
兽骨以及乌木，陪着父母第一次来逛金沙的黄晓玲新
奇之余，更感震撼。“站在这里遥想当时古蜀国祭祀场
面，让人惊叹。3000年前，古蜀金沙王国就有如此的辉
煌文明。不得不说成都给我带来了太多惊喜。”

从广州来蓉工作快1 年的“蓉漂”黄晓玲是个
资格的成都迷。在她的眼中，拥有4500 年文明史、
2300年建城史的现代成都是地理与文脉的延续。

数千年来，成都被龙泉山脉和龙门山脉小心呵
护着，欣欣向荣地发展。古蜀人择城址、兴城邦的智
慧让天府文化生生不息。

谈及天府文化深厚的底蕴，中国古都学会会
长、陕西师范大学原副校长萧正洪认为，成都不仅
是一座有着 4500 多年城市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都城之一。今日成都正在发
挥山水田林的生态环境优势，在滨水沿山地区塑造

“山水田园道”的天府水乡格局，在千里沃野营造
“田成方、树成簇、水成网”的川西平原美景，在丘陵
地区打造“山水相融、田林交错、变换多彩”的秀美
大地景观。重现“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
风雅韵”的锦绣画卷。

龙泉山脉龙门山脉呵护龙泉山脉龙门山脉呵护
成都优雅地发展壮大成都优雅地发展壮大

古乐、诗歌、茶艺……2017成都首届国际诗歌
周的盛况还令人记忆犹新。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
及地区的百余名诗人，共同交流诗歌文化。

“自古诗人例到蜀”，成都自古就有着巨大的
“文人磁场”，孕育了像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
陆游、郭沫若、巴金等大文豪。无数文人骚客在这里
挥笔泼墨，留下千古余香的篇章。

昨天的诗歌是凝结的历史，今天的时尚是流淌
的诗歌。赵雷的一曲《成都》，不仅风靡大江南北，也
因此让玉林的“小酒馆”，成为无数外地年轻人来成
都的“打卡”之地。而“小酒馆”曾经的“老邻居”——
赫赫有名的“白夜”酒吧更是成都文艺圈的聚会地。
1998年白夜酒吧在玉林诞生，2008年，搬迁至宽窄
巷子。经过20年的经营，当代著名女诗人翟永明让
白夜逐渐成了作家、诗人、艺术家、媒体从业人员、
文学艺术爱好者欢聚的大家庭。翟永明说，“诗人、
艺术家、导演都能同时在这里喝酒、聊天，我们在这
里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青春的20年。白夜和写作，
纵贯了我生活中20年的时间，也纵贯了我生活的
这个城市20年的变迁。”

数据印证了天府文化的魅力。2017年，成都市
场化、产业化音乐节、演唱会票房突破 4 亿元，较
2016年演出市场票房同比增长100%。一份《强影之
路——中国电影产业供给侧改革白皮书》指出，成
都连续五年电影票房稳稳排名全国第五，领衔“新
一线”城市。

以诗歌为向导以诗歌为向导
走进天府文化内心深处走进天府文化内心深处

成都远洋太古里是成都人气最旺的文化地标
之一，地下暗藏一处藏书阁——方所。在这里，遇见
装进文艺里的生活，高低纵横的廊桥、书品与精致
的生活摆件、咖啡、展览空间等融为一体。人们沉浸
于此，肆意享受休闲时光。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大二学生宋雨燃和
同学早有了假期计划：吃一顿火锅，感受成都的快
意浓烈；再到成都高颜值的书店方所里坐一下午。

在成都，这样的文创“网红打卡书店”还有不
少。从钟书阁到文轩BOOK，从三联韬奋书店到言
几又……成都是“2017 中国书店之都”，拥有 3400
多家独立书店、设计师书店等不同类型的书店。

如果说书店是城市文化之眼，那么博物馆则是
城市文化的灵魂。成都拥有150家博物馆，平均每
13.5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博物馆总量和非国有
博物馆数量均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一。

2017年，“了不起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大数
据出炉，在六大国家中心城市中，成都文创关注度
超30亿人次，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第三，成都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创第三城”。中国社会科
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评价说，成
都虽为内陆城市，却特别开放包容；虽然历史悠久，
却没有背负历史包袱，整个城市充满创造活力；这
座城市的人既优雅又时尚，他们讲究慢生活，这座
城市却在飞快发展。

从成都到巴黎，从伦敦到纽约，“世界范”的天
府文化特质是世界文化名城的应有之义。“2018世
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的召开，将进一步搭建
成都与各个世界文化名城开展文化交流、文创产业
合作新平台，为世界文化界和文创界的发展打开一
扇新的窗口、提供崭新的机遇。

街头抬眼一望街头抬眼一望，，
都是你想要的舒适与安逸都是你想要的舒适与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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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节，震后的九寨沟迎来首个小长假。
“小长假我和闺蜜来到这里，我觉得震

后的景色还是很秀美的。玩了九寨沟，我们
还要玩都江堰、峨眉山、乐山等世界遗产。”
浙江的游客徐李丽乐呵呵地向记者说，“这
些众多的世界遗产都环绕在成都周围，真的
很方便。”

是的，成都就是这样一座神奇的城市。
地处北纬30°，方圆400公里内5个世界遗
产——“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

“九寨沟”“黄龙”“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众星
捧月，成都独享。

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十大古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都……这些靓丽的文化名片，正在延伸着成
都的城市气质。

这种气质不断凝结成为“创新创造、优
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特质。天府
文化是一种以文化和美学优先的生活方式，
也是实现生活平衡的传统方法，让成都世界
文化名城的可塑性更加具象而生动，天府文
化正引领着“大城崛起”。

将向世界展示中国最佳生活方式

夜游金沙
沉醉于古蜀文化

昨晚 9 时许，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
论坛“夜游金沙”文化体验活动在成都金沙
遗址博物馆进行。

来自悉尼、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城
市的代表参观金沙遗址后，惊叹于金沙遗址
文物的神奇和古蜀文明的璀璨。

外宾们从东南门进入博物馆后，随讲解
员参观了金沙遗址博物馆遗迹馆、陈列馆，感
受古蜀的灿烂文明，外宾们都兴致盎然并提
出了许多关于金沙遗址与成都历史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来自哥本哈根的拉斯·蒙克索，他
说自己已经被成都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深深
吸引，当他现场了解到太阳神鸟承载着成都
三千年的文化历史时称赞，“中国文化遗产博
大精深，这次来到成都真是不虚此行。”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陶轲

成都传媒集团特别报道组记者 王嘉

今天的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为文化和人力资本投资做好准备。基
础设施和制度对于良好的增长至关重
要，但如果不能同时提供宜居的环境，
城市的成功只是空谈。成都悠久的历
史和以社会和谐与美学为先无疑将使
其在寻求建立稳定的经济和国际联系
中保持有利地位。”

——伦敦副市长贾斯汀·西蒙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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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兼具历史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与
现代化发展的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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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

1 这就是成都名小吃“三
大炮”？我要亲手扔一盘！

2 穿过半个地球来尝一
口担担面，很辣？还好啦！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昨晚，来自悉尼、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城市的代表参观金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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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1版 已开通国际航线106条，每年有逾500万人次
外籍人士来蓉开展商务活动和旅游，蓉欧快铁去年开行
1012列，占中欧班列近四分之一……

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世界旅游名
城、世界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国际音乐之都、国际
会展之都。范锐平希望大家多推介成都、宣传成都，让更
多国际友人分享天府文明、享受天府之美，促进各自城
市发展，共同推动城市文明达到新的高度。

“成都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一座城市。”范锐平说，
希望大家在成都多走走、多看看，一定会感受到这里与
众不同的文化，感受到这座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成立于2012年，是城市文化发展、
文化政策制定领域的全球最大的政府高级领导与决策者
网络，共有包括纽约、伦敦、上海、成都等38个成员城市。

2018年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于6月20日至
22日在我市举办。此次论坛以“交流合作开放共享”为主
题，21个成员城市和“一带一路”沿线的9个城市与会，
邀请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伦敦市政府特委顾
问拉娅·加施·卡萨尔斯、词曲作家付林、北京大学城市
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陈可石等国内外200多名专家学
者、业界名流参加。

市领导田蓉、刘筱柳参加会见。

紧接01版 范锐平强调，天府锦城
项目建设是政治责任、功能提升、产业
创新和形象展示，更是对领导团队能力
的再检验。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主动担当历史文化保护政治责任和时
代使命，对考古遗址、历史建筑、名人故
居、古树名木、街坊里巷、民俗非遗、传
统工艺等进行细致梳理，坚持规划先
行、立法保障、分类保护、科学利用，为
城市留下根脉、传承文脉，促进人城境
业协调发展；鼓励对成都历史文化有深
入研究的学者专家广泛参与，综合考虑
影响力、可塑性，对天府锦城重要支撑
项目进行再论证、再梳理。

范锐平强调，要站高谋远，在认识
规律的基础上把握规律。以大历史观研
究城市的长远发展战略，在保持城市特
质和核心竞争力基础上，始终保持发展
静气和定力，以主动的姿态、壮士断腕
的决心，推动产业升级和功能转换，严
防产业空心化，超前谋划城市未来发展
战略。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三降两提”

的“中优”策略、推进疏解腾退和功能再
造、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让历
史文化活起来，努力打造高品质的生活
场景和消费场景。

范锐平强调，要科学谋划，用公园
城市理念和街区美学设计创新城市价
值，规划城市、建设街区、塑造场景，在
天府锦城打造出公园城市形态。要规划
启动锦江“城市阳台”打造，把锦江治理
由水利工程变为景观工程；推动小街区
整治提升，打开街巷、整理院落、开敞空
间；加快社区绿道建设，与主要景观区
连成一体；推动生活服务业进社区，与
社区发展治理紧密结合，通过产业植
入、形态改造、功能提升，把主要街区形
象展示出来；高位嫁接文化创意产业，
大规模引进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文
博艺术、时尚设计、音乐演艺、休闲旅游
等企业和创业团队；打造天府锦城休闲
旅游品牌，塑造“夜游锦江”名片，彰显
城市特色、文化和魅力。

范锐平强调，要坚守理念，形成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商业化逻辑的工作
方式。鼓励政府平台公司与在行业具有
领先地位的专业公司全面开展合作，鼓
励设计施工运营一体化，鼓励引入国际
化消费形态，鼓励机关、学校、企业、名
人共建共享，形成“重现历史风貌、创新
产业设计、形成商业化运营”“三位一
体”的建设运营模式。

范锐平强调，要加强督导，以改革
创新精神深化社区发展治理。注重规
划统筹和整合，推动从点的设计向片
区统一开发、整体打造转变；注重建筑
规划和产业策划，先产业后功能，运用
历史文化风貌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
注重平台公司专业化建设运营，提升
专业运营能力；注重管理体系改革创
新，推动街区打造与管理体系有机结
合；注重宣传动员推广，加强市场配套
能力建设。

市领导胡元坤、谢瑞武、苟正礼、田
蓉、左正、刘守成、巫敏、刘筱柳、郝康理
出席会议。

天府文化生生不息
引领大城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