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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与世界
架起一座时尚天桥

成都史上最长的一条航线，15
个小时直飞纽约，恰如连接成都与
纽约、东方与西方两座时尚之城的
天桥，在11月13日晚、“成都·纽约”
世界城市时尚之夜暨2018成都国
际时尚周开幕式上，踏上这座云端
天桥来到成都的，是蜚声国际的纽
约时装周及其主办方IMG公司、美
国帕森斯设计学院等全美时尚界
顶级机构与其代表人物，以及中国
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张庆辉、国际
超模、服装设计师吕燕等国内时尚
界顶级代表。恰似当晚的议题，“成
都，为世界时尚贡献什么”，成都与
纽约之间，将共同探讨时尚语境下
的成都力量。

如今，成都时尚产业的数据
是：国际一线品牌数155个，门店数
量200个，国际一线品牌入驻数量
全国第三。“时尚第三城”、“新时尚
之都”的称号，成都实至名归。随着
Chanel、Weekend Max Mara等国
际时尚品牌纷纷在成都召开新品
发布会，成都时尚有了质的飞跃。
去年11月，Chanel大秀在成都东郊
记忆锦颂东方艺术展览中心上演，
常年在米兰、巴黎、伦敦等时尚聚
集地看秀的时尚博主Zoe，并没有
感受到这场在成都举办的大秀和

国外秀场有任何区别。在她看来，
活力和优雅兼备的成都，有足够的
吸引力成为中国新时尚之都。

成都式时尚
自带个性的生活方式

如果一座城市的时尚仅仅是
消费与购买，不免流于物质主义。
恰恰，成都的时尚，是广泛的、饱满
的、生动的，充满着烟火气与人情

味的。
今年10月，“从第四城到第一

城——2018中国时尚一线城市高
峰论坛”活动在成都举行。会上《新
周刊》发布了《2018中国城市时尚
指数报告》，将成都命名为“中国时
尚一线城市”，这是中国媒体发布
的第一份《中国城市时尚指数报
告》。成都成为排名与上海并列第
一的中国最时尚的城市，并与北
京、杭州一起并称“中国四大时尚

之都”，构成了中国时尚一线城市
的主力方阵。

成都的时尚在哪里？《新周刊》
认为，中国城市大致可分为“硬城
市”和“软城市”两种，相比前者拼
GDP、拼高楼、拼拥堵指数，后者更
注重生活力、幸福力和时尚力。

文化学者张颐武很好解释了
当下的时尚定义，一座“时尚之
都”，应同时具有“调色板”和“鸡尾
酒”的属性。正如在成都，其“底色”
始终带有老成都韵味，又能以之为
基础组合出无数颜色；其“基酒”永
远不变，加入的其他材料，只会让
味道更香醇。

成都式生活美学，并不仅仅由
视觉、听觉等感官享受，消费与购
买等物质享受构成，成都的时尚更
是文化的、精神的。因此，在为期6
天的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活动中，
Chloe、Stella McCartney等国际一
线品牌秀、“中国设计在成都”展览
以及同名时尚产业链大会论坛、全
球时尚与设计作品征集暨卷宗优
秀学生作品展颁奖、与“她”有关
的摄影展和美妆课、“Reuse”可持
续发展艺术分享、时尚环保生活
方式分享、时尚快闪嘉年华等涵
盖时尚生活各个方面的活动，将
渗透成都大街小巷，让时尚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

《天府文化》杂志记者 黄修眉

昨日下午两点，成都大学中国-
东盟艺术学院国际部的多功能厅里座
无虚席，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宏以自身
创作经历为教材，为学院的学生们作
了题为《主旋律作品的创作与审美》的
讲座，为学生讲授艺术作品创作的要
点难点，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不能把主旋律标签化，主旋律作
品不是正面歌颂口号式的作品，而是好
看的、鼓舞士气的作品，主旋律作品更
需要创作好的故事。”昨天在讲座中，黄
宏提醒学生，一定要做创作型人才，并
且在艺术创作上要“少动心机，多动脑

子”，这样才能创作出好的故事和作品。
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进行艺术

创作，黄宏称下个月要将自己创作、
还未公映的电影《一切如你》带来学
院，为影视与动画学院的学生提供创
作素材，“这部电影是由十部短片组
成，每个短片的故事都很精彩，我希
望学生们能把这些故事进行再创作，
做成十部动画微电影。”

讲座现场，中国-东盟艺术学院
院长、著名男高音歌唱家郁钧剑还透
露，昨天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已经与
黄宏正式签约，聘请黄宏为该学院影
视与动画学院的特聘院长。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去年11月正
式成立。据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成立
至今，学院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和成都西部文创中心、世界文化
名城建设，为此学院一直很重视艺术
人才培养，已经聘请了著名画家范扬
先生和著名舞蹈家沈培艺女士分别出
任美术与设计学院特聘院长与舞蹈学
院特聘院长，为各专业学院的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此外，学院还聘请了来
自俄罗斯、德国、奥地利、泰国、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地的15名高端专家，为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提升学院国际影响
力起到关键作用。这次聘请黄宏为学
院影视与动画学院的特聘院长，必将
进一步提高学院人才培养质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庄灵辉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供图

因为小人书，彭雄挨打不少。一次他在春熙
路儿童书店外排队买书，突然被父亲当街

“抓获”，气头上的父亲大骂他不务正业，不
好好读书，他羞愧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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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把书里的故事
讲给儿子听

从被骂“不务正业”到成为知名藏书人

彭雄，一个土生土长
的成都人。在他的书柜中
藏有一套特别的连环画。
那个年代他们管连环画叫
“小人书”。当翻开这一本
本泛黄的小人书，尘封往
事一再浮现。

这些泛黄的小人书，
不仅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特
殊情结，更承载着彭雄最
美好的童年回忆。从被骂
“不务正业”，到成为知名
藏书人，彭雄的藏书成为
一本本见证历史的珍贵文
物，反映人们的精神生活
变迁。

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今日开幕
中国-东盟艺术学院成立1周年

签约聘请黄宏为
影视与动画学院特聘院长

成都有着强大的时尚品牌聚集力与时尚
消费能力，因此多年前被媒体评为中国“时尚
第三城”。去年，成都时尚得到国际媒体的认
可，成为美媒眼中的中国“新时尚之都”。今年，
《新周刊》发布《2018中国城市时尚指数报
告》，成都又被评为“中国时尚一线城市”。

成都式时尚的广阔内涵到底是什么？我们
则需要在11月13日~18日，2018成都国际时
尚周中去寻找答案。从服饰到设计、从环保到
生活美学、从科技潮流到艺术装置，成都将迎
来一场全面而深刻的时尚洗礼，并从中探寻到
上述问题的答案。

在成都与世界之间 架起一座时尚天桥

1972年，6岁的彭雄在成都
实验小学上一年级，每当放学
路过租书店的门口，总能看到
墙上贴满了各种小人书的封
面。一两分钱出租各种各样的
小人书，他迫不及待想要收入
囊中。

彭雄清晰记得那一年的六
一儿童节，父亲给了他五毛钱
和一枚鸡蛋。他将蛋下锅煮后，
便急忙赶赴位于人民南路的新
华书店排队购书。这是他记忆
中第一次购买小人书，一本
1970年出版的《消息树》，7分
钱，一本1971年出版的《九号公
路大捷》，9分钱。

两本书捧在手上翻来覆去
百看不厌，那些打仗的场面和
精彩的故事，令他着迷，一时
间，竟忘记了家中锅里还在煮
着鸡蛋。回到家中，看到蛋糊锅
穿，遭父亲一顿痛打，这个儿童
节可谓是悲喜交加。

改革开放后，各大书店的
书籍越来越丰富，小人书也不

例外。12岁的彭雄已经读初中，
小人书价格也涨到一本一毛五
左右。一天，他在成都的春熙路
儿童书店外排队买《三国演义》

《水浒传》，正值热血沸腾、兴高
采烈之际，突然被父亲当街“抓
获”，气头上的父亲大骂他不务
正业，不好好读书，更要命的是
围观者有他的同学，他羞愧难
当，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

初三是中考的关键时期，
彭雄依旧暗地里到春熙路的儿
童书店买小人书。苦于没钱，于
是有了倒卖小人书的念头。在
书店门口买进卖出，还做起了
小生意，一些古玩意儿在东门
买的，到西门转手卖，赚点小
钱，赚的钱又用来买小人书。

结果，那一年中考，陶醉于
小人书中的彭雄与重点高中无
缘。班主任将他叫到台上，指着
他对全班同学说：“你们看，这
么小个娃娃，却是一个生意
精。”他低着头，心里纳闷，“什
么是生意精啊？”

痴

背着父亲、东躲西藏，放在床下
的小人书，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1984年，彭雄18岁了，参加工作了，有

“公开藏书的资格了”。他开始逛地
摊，淘旧书。他那时每月工资38.5元，
大部分都用来买书。

第一次大规模购书是工作的第
一年夏天，成都及周边连续降大雨，
许多区县被水淹，包括他当年学习
所在的崇庆县（现崇州市）。水退后，
县新华书店开始处理被水泡过的书
籍，按定价的二折三折卖，彭雄一口
气买了十多元的书籍，大包小包驮
回成都的家。

“爱上旧书，是没有办法的事。
新书贵，只好去捡些别人丢掉的，
学会追逐收荒匠、冷摊上寻觅、与
书商讨价还价。所幸当时不少古籍
线装书在旧书废报贱卖之列，所以
顺手牵来，填充书柜。”彭雄对古典

文学有了兴趣，那时成都有许多旧
书地摊，春熙路孙中山铜像旁还有
一家古籍书店。记得旧书价格，平
装和线装差别不大，一般都在几毛
钱一册，一部十册左右的线装书四
到八元不等。

“有人说，成都是读书人的天
堂，此话不假。”彭雄说，那个时候成
都的旧书业相当发达，古籍书店背
后是龙池书市，晚上人头攒动，当时
个人不能做买卖，不过到了上世纪
80年代初，政策宽松了，成都东南西
北门都有兜售古籍字画之处。

1990年到1994年，彭雄在童子
街住，那条街上有一个胖胖的白老
板，开了一家旧书店，斜对面的陈老
板也开了一家。彭雄的生活就在两
家旧书店之间来回穿梭，成天乐在
其中。彭雄说，回想起来，这是他人
生最畅快的好时光。

1994年，成都猛追湾游泳池开辟
了古玩市场，周日周三逢场，四年之
中，彭雄几乎每场都去，别人买古玩
字画，他只钟情旧书破纸，大量旧书
古籍“捆载而归”。1998年，古玩市场
迁到二仙庵，后又迁草堂北大门、花
鸟市场、送仙桥、罗马广场等，彭雄
都会紧紧跟随去淘旧书。

“淘书”一词在那个年代渐渐
流行开来。彭雄说，大凡爱书之人，
对旧书摊总是有一番特别的情感，

“淘书”成为了不少读书人的一大
人生乐趣。淘书是怎样的感觉？彭
雄说，这种冲动不知从何而来，见
到自己心仪已久的绝版书，就如同
见到朝思暮想的情人一般的热血
沸腾。

彭雄的儿子今年18岁了，他说，
儿子小的时候喜欢看漫画，也收藏

了几大箱子漫画，虽然彭雄对漫画
不懂，但他也不反对。不过彭雄更希
望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于是，
他会在每天散步的时候，和儿子聊
天，把过去小人书中的经典历史故
事讲给儿子听。“我认为，今天播下
的种子，早晚会发芽的。”

新世纪以来，彭雄的收藏还不
断地扩展，从古籍善本到乡邦文献、
旧报刊、旧日记、旧课本、旧族谱、旧
地方志、旧碑帖等。搜集乡邦文献的
过程中，他接触到大量古代刻本，如
清末成都著名藏书家严雁峰、严谷
孙父子的藏品，民国耆宿“五老七
贤”的藏品。在彭雄看来，这些散落
在民间的史料，犹如颗颗珍珠，只有
淘选串联，才会光彩夺目。
成都商报记者-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陶轲

彭雄的儿子已18岁了，他说，儿子小的时候
喜欢看漫画，也收藏了几大箱子漫画，虽然
对漫画不懂，但他并不反对。不过他更想把
小人书的故事讲给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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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熙路买小人书
父亲骂他“不务正业”

乐 逛地摊、淘旧书
工资大部分用来买书

藏 从古籍善本到乡邦文献
他的收藏不断扩展

彭雄收藏的三国连环画

黄宏

彭雄收藏的连环画

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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