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欧洲·成都美食文化节完美收官——

成都味道惊艳布鲁塞尔
当麻辣鲜香与甜蜜浓郁的巧克力相遇，将产生怎样

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地时间10月24日，由成都市政府主
办、成都市商务委及成都市外事侨务办联合承办的

“2018欧洲·成都美食文化节”正式登陆享有“欧洲首都”
之美誉的比利时布鲁塞尔，持续通过“1场美食盛宴、1场
主题展示和1场城市推介会”形式，全面展示成都美食文
化与城市形象，也不断拉近两地人民深厚友谊，共促经
贸对话合作发展。

据悉，从10月18日到24日，2018欧洲·成都美食文化
节已相继走过捷克布拉格、奥地利林茨、奥地利维也纳、
比利时布鲁塞尔共计三个欧洲国家四个城市，每到一个
城市带来的“爆棚人气”，从侧面反映出成都以更开放的
姿态拥抱世界，世界也正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成都。

钟水饺、赖汤圆……在“2018欧洲·成都美食文化节”
最后一站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美食品鉴环节，一道道成都
名小吃作为“开胃菜”率先登台。在这场美食盛宴上，东西
文化通过食材和烹饪方式的交融碰撞，激荡出一场别开
生面的味觉体验。充满中国风味的竹笛演奏《茉莉花》；独
舞《诸葛》和《金沙》……一位布鲁塞尔女孩竖起大拇指，

“我非常喜欢这些表演，很成都，很中国”。布鲁塞尔大区
政府负责人Daniel Verheyden表示：“成都的文化很丰富
特别，对我个人来说很有吸引力，也希望布鲁塞尔与成都
之间能有更多的类似文化、经贸交流活动。”

“2018欧洲·成都美食文化节”的完美收官，将对进
一步巩固成都与欧洲各国之间文化交流合作对话，全面
扩大蓉欧贸易合作，加快成都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提升城市文化沟通能力和全球传播能力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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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狂
“5+2”“白加黑”：
最骄傲的是领事馆从无到有

作为以色列驻成都总领馆首任总领事，
蓝天铭一手推动了总领馆的建立，这也成为
他最骄傲的事。从最初的6个工作人员到如
今超过20个，蓝天铭见证着总领馆的一步步
成长。不过，这都是他凭借“工作狂”的态度
换来的。

“中国和以色列有时差，领馆这边下班
了，我还需要回家与国内对接工作，周末也
经常参加活动。”蓝天铭说，他的工作状态
常常是“5+2”和“白加黑”。因为时常出席各
类讲座和论坛，他的微信好友已经有3002
个。“中国人很腼腆，会不好意思提问，我就
让他们加我微信。”蓝天铭说，通过微信上
和中国朋友们的交流，虽然自己的中文书
写虽还不太娴熟，但微信输入汉字的速度
已经很快了。

医疗、农业、教育、科技创新以及青年交

直航梦已成真
还想再回四川

川航计划新开、恢复多条国内外航线
10月28日起，民航将正式进入2018冬航季。四川航空

计划在国内新开30余条航线、恢复13条航线，并进一步加
码国际，新开成都＝哥本哈根、西安＝大阪、西安＝仰光、
西安＝曼德勒、杭州＝仰光、杭州＝武夷山＝曼谷、太原＝
成都＝圣彼得堡等国际航线。

冬季旅游，许多旅客青睐温暖宜人的城市，或是去
银装素裹的北方赏雪滑雪。此次川航新开、恢复多条哈
尔滨、长春、三亚、海口、西双版纳等地的航线，为旅客

“南来北往”提供更多出游目的地选择。
川航在总部所在地成都，新开成都＝黄山、成都=太

原、成都=福州，恢复成都=呼和浩特、成都=长春、成都=
长沙=宁波等多条航线；本月15日川航南宁运行过夜基
地成立后，川航在新航季发力广西市场，新开南宁=兰
州、南宁=温州、南宁=西宁、南宁=南昌=鄂尔多斯、北海
=宁波=哈尔滨、百色=重庆=北京等航线，并恢复南宁=
重庆、北海=西宁=乌鲁木齐等航线；此外，川航围绕温
州航点，新开温州=昆明、温州=张家界、温州=邯郸、温
州=贵阳等多条航线。

国际航线方面，川航计划于12月10日开通成都=哥
本哈根洲际航线，届时，西南地区的旅客可直飞北欧开
启童话游。此外，川航将新开杭州=仰光、杭州=武夷山=
曼谷、太原=成都=圣彼得堡，以及西安出发至大阪、仰
光、曼德勒等地的航线，并恢复重庆=卡利博航线。

李庆楠 黄晨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中欧班列（成都）至
匈牙利布达佩斯列车首发

10月25日下午，成都至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班列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鸣笛首发。此趟班列搭载着LED灯、
电脑配件、日用百货、电器等产品，货值约168万美元，全
程历时约18天，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
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抵达目的地。至此，中欧班列
（成都）境外连通城市增加至21个。

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之一。2017年中匈双边贸易额
达101.4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达60.5亿美元。此次中
欧班列（成都）至匈牙利布达佩斯首发，是中欧班列（成
都）2018年增设的除维也纳、杜伊斯堡的第三个直达境
外站点新城市。

成都国际铁路港管委会负责人表示，不断拓展的开
行线路，不仅能满足当地及周边国家对中国进口商品消
费的市场需求，同时也能进一步扩大中欧班列（成都）的
辐射范围，并吸引该区域的优质返程货源，有效降低企
业的运营成本，提高运输时效。

成都商报记者 吴华宇 陈俊森

加大科技金融财政投入力度，鼓励科技租赁业务……

天府金融论坛昨日在蓉举办
25日，以“科技金融与创新驱动”为主题的2018天府

金融论坛在成都举办。来自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与科技领
域专家学者齐聚会场，共同围绕“科技+金融”领域的改
革与创新建言献策。

会上，省科技厅发布了《四川省科技金融发展规划
（2018-2020）》（以下简称《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四
川将不断加大科技金融财政投入力度，政府引导资金
规模年均增速要达到10%以上，引导基金总规模要超
过200亿元。

此外，由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主管，西南财经大学、四
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四川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起设立的

“四川创新科技金融研究院”，也在会上正式揭牌。
《规划》明确了四川省科技金融发展的具体目标。除

了加大科技金融财政投入力度，还提出科技企业投融资
总额要突破3000亿元，支持110家科技型企业上市，天府
（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科技金融板”挂牌企业要超
过600家等。

《规划》提出，将推动科技融资租赁行业快速发展。
鼓励租赁公司在飞机、船舶及其零部件、机器人、农机、
医疗设备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科技租赁业务。还将积
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科技型企业聚集区，通过
控股、参股等方式发起设立科技金融租赁公司。

《规划》还提出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四川创
新科技金融研究院。而昨日论坛现场，“四川创新科技金
融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研究院将打造高端研究智
库、金融创新中心、企业服务平台、交流培训基地4大
功能。

又讯 25日，天府金融论坛的分论坛“2018首届成都
绿色金融高峰论坛”举行。会上，记者获悉，四川首家绿
色金融中心——成都绿色金融中心起步区已建设完成，
并在论坛上正式开园。该起步区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成绵
高速出口，占地36亩，采用绿色环保理念建设，全园绿化
率达到58%，兴业银行、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等近10家金
融机构已先期挂牌入驻。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董馨

校舍
教学楼像积木拼成
“洞洞空间”很别致

走进位于天府一街附近的成都霍
森斯小学，建筑外观的形状就与普通
小学分别开来。霍森斯小学的 5 层教
学楼不是规整的一栋楼，更像是不同
积木拼装成的玩具，从每个角度看过
去，都是不一样的平面褶皱和线条。只
有从高空俯视，才能看到，原来每层楼
伸出去的“角”的方向不同，5层楼共同
构成了一个五角星。在颜色上，校园的
外墙以白色为基调，所有的墙面装饰
都是原木色的材料，内部则由鲜明轻
快的颜色做装饰，整体风格既简约又
富有童趣。

“未来招生多了以后，我们会以中
庭为共同空间，每个角是相对独立的
教学空间。”霍森斯小学负责人曾霞介
绍，学校建筑引入丹麦设计理念，强调
室内室外公共空间融合，内部空间以
聚拢组织形式，将教学区、功能教室
区、体育娱乐区、办公区等通过中庭等
公共空间进行无缝连接组合，形成公
共空间中心化、功能区域分块延伸的
布局。曾霞说，学校的外观呈现为独特
的星星状，星状的设计，创造了一个开
放和热情的社区，突出了既要紧紧相
连又能各自独立的观念。

和很多中国传统学校拥有很大活
动空间的设计不同，霍森斯小学分割
出很多小的活动场所。曾霞介绍，希望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空
间。无论是走在中庭还是图书室，都有
许多水池、洞穴一样的“洞洞空间”，小
朋友可以钻进去玩耍、看书，形成相对
独立的小世界，“这跟小学阶段孩童的
发育水平和心理需求是相适应的，孩
子也需要发呆和静思的空间。”

设计
建筑风格与教育理念统一
丹麦建筑师事务所参与前期设计

作为世界知名的童话国度，丹麦
诞生的童话故事陪伴了许多人的童
年。成都的霍森斯小学，童话更是无处
不在。

在丑小鸭童话剧场，阶梯状的教
室里没有桌椅，孩子们可以拿上彩色
座垫，在亚麻地板上席地而坐。在安徒
生童阅书馆，分区分主题地打造出一
个共享图书室。就连中庭挂着的巨大
灯具，也是白色圆球中混杂着一个黑
色圆球，寓意《丑小鸭》的故事，教导小
朋友不要自卑，要做最好的自己……

曾霞介绍，霍森斯校园的建筑风
格和教育理念是相统一的，比如大量
运用玻璃做通透的围墙突出了希望孩
子们从透明感十足的建筑上感受互动
的教育理念，没有桌椅的童话剧场可
以成为语文阅读赏析课的延伸课堂，
孩子们通过编排剧目将课本上的文字
用表演的艺术形式呈现，能加深理解。

同时，所有的学校空间都是迷你

型的舞台。曾霞说，校园设计的大大小
小的独立空间，让学习的场景更多样
化，通过灵活的空间使用去衔接课程
设计，会有寓教于乐的效果。

据了解，成都霍森斯小学、幼儿园
都是由丹麦建筑师事务所参与前期设
计的，随后，成都的建筑设计院结合成
都实际进行了施工设计完善。丹麦的
设计风格、中国的建筑标准，共同构建
出这两件作品。

教学
学生有机会去丹麦交流
丹麦语作为社团课选修

霍森斯小学和幼儿园的建立，缘
起于成都与丹麦霍森斯市成为友城。
2013 年 8 月，成都市与霍森斯市在丹
麦正式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
书。2015 年 10 月，高新区与霍森斯市
签署共建“成都霍森斯小学”合作
备忘录，明确双方在学校设计、教师
培训、友好学校缔结等方面开展合
作，建一所高起点、高品质、现代化的
公办小学。

学校还会有哪些丹麦元素？曾霞
告诉记者，学校的老师都是通过优秀
人才选拔、区内流动和教师公招组成
的团队，丹麦 VIA 大学教育与社会科
学学院将会与成都霍森斯小学签署合
作协议，帮助学校培训老师以及做课
程设计。高年级的学生也将有机会去
位于丹麦的姐妹学校交流。

在课程设计上，霍森斯小学开设
了乐高课程来开发孩子的动手协作
能力，也会有手工DIY和户外教学等
丹麦常有的课程。丹麦语将会作为社
团课来选修，供学有余力的孩子培养
兴趣。

曾霞称，“我们首先是公立学校，
首先是落实国家课程，再开发校本课
程来促进其他课程的学习。”曾霞说，
家长没有必要对娃娃的学习强度抱有
太多焦虑感，丹麦教育的精髓，是对孩
子的思维能力进行开发，比如丹麦人
发明的乐高玩具，锻炼孩子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校园的“洞洞空间”也是站
在孩子的角度去创造适宜的环境。

“霍森斯小学是公立小学，遵循分
区划片就近入学的原则。”曾霞说，霍
森斯小学规模是36个班，每个班不超
过45个人，第一个学期招收3个班。

因为“老蓝”的名号太响亮，蓝天
铭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称呼为
“Mr·Blue”，一脸错愕的老蓝连忙用
流利的中文解释，“不不不，我的中文
名字叫蓝天铭，我的本名叫Amir
Lati。”认真自我介绍的样子，一如他
刚来成都就任以色列驻成都首任总
领事之时——那是4年前。

4年里，有两次本来蓝天铭要告
别成都。1年前，他的任期满了，因为
喜爱成都，他主动申请了延期一年。2
个月前，任期再满，因为坚持要亲眼
见证直航开通，他又一次留了下来。
这次，是真正离任的时候，他明天晚
上将搭乘成都到特拉维夫的直航航
班，离开成都。

临别前，蓝天铭想起了来成都前
写下的目标单：第一个是直航，第二
个是把大熊猫带到以色列。虽然有的
目标没能达成，但4年里他的收获远
比目标单里的内容更为丰富。3002
个微信好友，各种教育、医疗、文化交
流活动，去西南地区乡村小镇的经历
……因为四川带给他的记忆太多，他
用希伯来文写下对四川朋友的感谢：
“感谢你们的友谊和合作，来日我们
在四川或者以色列见！”

流……一个个项目和成果，蓝天铭脱口而
出。而他去过的地方，深入到西南地区的许
多角落，甘孜、凉山、阿坝等地的乡村，也有
他的足迹。不过，令他遗憾的是，由于忙于工
作，他在成都的4年里几乎没有时间旅游。直
到上周末才抽空去了峨眉山。

“我一定会回来的。”蓝天铭说，回国后，
他将在以色列外交部继续从事与中国相关
的事务，但他还会以“四川友好使者”的身份
回来，与朋友叙叙旧，去泸沽湖看看水，到甘
孜州感受川西风光。

友好使者
回国的行李中
带了辣椒面和中文字帖

蓝天铭携家来成都工作生活时，大女儿
3岁、小女儿才5个月。4年的成都生活，让她
们都带有成都娃的习惯。尤其是小女儿，因
为就读于国际学校的本地班，一口四川话说
得清脆，还爱吃白米饭和苦瓜。

今年8月，蓝天铭的夫人和女儿先行回
国。蓝天铭在回国的行李中带上了辣椒面、
红薯粉、鸡精和花椒，一解女儿舌尖上的“乡
愁”，还特意装上了中文教材和字帖，“不能
让她们忘记中文，要继续学下去。”蓝天铭
说，如今大女儿在以色列的学校读一年级，
他特意用成都带回去的盘子和筷子给女儿
的同学们做了中国文化的讲座，当然，四川
文化是他讲得最熟悉，又最富情感的。

这次轮到蓝天铭回国了。他已经开始
发愁以后女儿想吃川菜了怎么办。好在，这
次他带了中国的动画片回去哄女儿开心，

《熊出没》和《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最受欢
迎的作品。

“无论我在哪个职位上，我都会推动中
以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蓝天铭说，“毋庸置
疑，我还是会一如既往促进以色列与四川以
及中国西南地区的联系。”在回国前的1个
月，他亲眼见证了成都与特拉维夫的直航开
通，还坐上首航回了一趟国。“这是一个心
愿。”蓝天铭说，以前回国都是早上7点的飞
机从成都出发，去广州转机特拉维夫，大约
下午3点的时候又飞回成都上空，每每重回
成都上空时，他就更加坚定推动直航的决
心。好在，经过4年的不懈努力，心愿达成。未
来，他希望看到更多考察团、旅游团坐上直
航，来回于成都和以色列之间，“有往来才有
彼此了解，有了解才有相互合作。”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资料图片

加了3000多微信
好友的“老蓝”：

成都再添国际化公立学校

这里，丹麦童话无处不在
提到丹麦提到丹麦，，许多人会想许多人会想

起安徒生童话里的丑小鸭起安徒生童话里的丑小鸭、、
美人鱼等形象……如今美人鱼等形象……如今，，成成
都人的丹麦印象将有新的元都人的丹麦印象将有新的元
素加入素加入。。今日今日，，霍森斯小学和霍森斯小学和
霍森斯幼儿园分别开校霍森斯幼儿园分别开校，，这这
是继蒙彼利埃小学后是继蒙彼利埃小学后，，成都成都
第二所第二所国际化公立小学国际化公立小学、、第第
一所一所国际化公立国际化公立幼儿园幼儿园。。

随着成都随着成都携手国际友城携手国际友城
在国际化教育领域迈入合作在国际化教育领域迈入合作
共赢新阶段共赢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国际越来越多的国际
友城向成都递来了合作办学友城向成都递来了合作办学
的的““橄榄枝橄榄枝”。”。上免费的公立学上免费的公立学
校校、、享受高质量多元化的享受高质量多元化的““国国
际化际化””教育教育，，在成都人的家门在成都人的家门
口就能实现口就能实现。。

合作办学
国际友城频递“橄榄枝”

随着成都携手国际友城在国际
化教育领域迈入合作共赢新阶段，
越来越多的国际友城向成都递来了
合作办学的“橄榄枝”，而这也意味
着，未来将有更多成都市民分享来
自国际友城的教育“红利”。目前，成
都已有蒙彼利埃小学、霍森斯小学
／幼儿园投入使用。今年5月18日，

“成都哈密尔顿麓湖学校”“成都哈
密尔顿麓湖幼儿园”项目启动仪式
在麓湖艺展中心举行。这也是继成
都蒙彼利埃小学、成都霍森斯小学/
幼儿园之后第三个正式动工的成都
与国际友城合作办学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摄影记者 张士博

以色列驻成都首任总领事离任以色列驻成都首任总领事离任

成都霍森斯小学图书馆

成都霍森斯小学校门

蓝天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