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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3日
前往国家博物馆，参观“伟大的变
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
展览”。他强调，要通过展览，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我们党的理论是正确
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
针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

略部署是正确的，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光明前景，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鼓舞斗志、团结奋斗，坚定跟党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
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习近平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

湖水如绿色的绸缎蜿蜒在山间，不
时有白色的水鸟飞过，深入湖区，四周
被碧水青山包围。这是昨日，记者在位
于龙泉驿区茶店镇的龙泉湖看到的景
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去年上半
年，龙泉湖岸边还不时漂浮着塑料瓶和
易拉罐，湖区中还能听到游船轰鸣的马
达声。

保护区农家乐停业
生活污水被截留

从龙泉湖自然保护区区碑处的观
景平台远眺龙泉湖，可以看到湖岸树林
间有一些农家乐样式的楼房。据龙泉驿
区茶店镇环保科工作人员介绍，从去年
下半年起，政府对湖边开农家乐的村民
进行了环保宣传。去年7月底，自然保护
区内20余家农家乐停止了营业。相关部
门还对当地村民直排下湖的生活污水
也进行了截留，为湖区周边村民安装了
60个微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工作人员表示，经过处理的污水，
会用作果树施肥，既保证污水不下湖，
也解决了农作物肥料供应问题。一位湖
区周边的村民表示，以前农家乐附近的
湖边不时会有塑料瓶、易拉罐等漂浮
物，现在都看不到了。

沿公路往湖区开阔处走，来到磨子
湾码头岸边，低头看水，大约15厘米高
的台阶，可以看到水下第七八级；抬头
看山，绿树葱郁，湖面如镜子一般，清晰
地倒映出两岸风景。

据了解，龙泉湖省级自然保护区包
括龙泉湖全部水域552公顷，位于龙泉
驿区的湖岸线长30多公里。

违建拆除 游船起吊
整治后环境变美了

从磨子湾码头远眺，可以看到一座
岛屿。“那是桃花岛，上面的违建已经拆
除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跟随巡湖的
船只，记者登上了桃花岛。岛上拆除的违
建目前已用绿色的遮蔽网覆盖。岛上的
空地也栽种了植物用以恢复生态环境。

大约半小时的行驶过程中，记者没
有看到任何漂浮的垃圾。船只驶入湖区
深处，四周被碧水青山包围，让人有进
入了原始森林的感觉。“巡湖一方面是
为了清理垃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
违法捕捞、垂钓等活动”。

在巡湖过程中，记者并未看到其他
船只。工作人员表示，去年7月底，湖区
内旅游公司的游船和农户的自用船，都
已经起吊上岸。去年9月，该旅游公司的

《水路运输许可证》及公司所属船舶的
《船舶营运证》也被注销，彻底解决了自
然保护区内的船只运营问题。

“现在从湖周围走过，真的很舒
服。”今年46岁、在龙泉湖岸边长大的村
民谢先生表示，整治过后，环境变美，大
家的习惯也变好了。“以前吃水果嗑瓜
子，垃圾多半就随手扔了，现在大家都
会带个口袋，把垃圾带走。”

游船停了，农家乐关了，会影响当
地村民的生活吗？“经济上肯定会有一
定损失，但想到能给子孙留下一个美好
的环境，还是很值得的。”谢先生表示，

“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变美变好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摄影记者 张直

保护区农家乐停业
桃花岛上违建拆除

“龙泉湖边散步，
真的很舒服”

全球文创领军人物汇聚全球文创领军人物汇聚 为成都文化未来出谋划策为成都文化未来出谋划策

美国“事件管理教育之父”：
成都散发着文化之光

文化盛事如何提升
城市软实力？文娱消费与
城市品牌如何良性互动？
13日，每日经济新闻与美
国事件管理学会（AEMI）
共同主办的“文化创意与
世界城市崛起 2018环球
盛事成都峰会”在成都开
幕，12位国内外文化产业领
域重磅人物、文创盛事顶级
策划大师汇聚成都，为成都
美好的文化未来出谋划策。

在峰会现场，“影像
天府 短视频创摄大赛”
正式启动，面向全球征集
优秀创意及制作团队，用
影像的方式定格世界文
化名城之美，将成都“三
城三都”建设具象化表
达，以此提升城市文化沟
通能力和传播能力。

如今龙泉湖自然保护区的美景

牵手纽约
顶级时尚机构纷至沓来
一线大秀将亮相太古里

成都目前最长的一条直飞
航线，是历经15个小时直飞纽
约的航线。

昨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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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这条航线远道而来，在“成都·
纽约”世界城市时尚之夜上，与
成都共同拉开“2018成都国际
时尚周”的序幕。同来的，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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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由
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委指导，成
都传媒集团和成都市国际时尚

联合会共同主办，以贯彻落实
全市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大会精
神，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关于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
和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战略部
署，促进“三城三都”及国际消
费城市建设，向全球展现成都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城市生活
美学。

以昨夜为幕，成都揭开了
为期6天的时尚周活动——10
余家顶级国际时尚机构将在成
都 进 行 时 尚 交 流 ，Chloé、
BLUE ERDOS等七场国内外
顶级品牌将在太古里举行时装
秀，“中国设计在成都”时尚产
业链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也
将陆续举行。

来自全球的嘉宾将在成都
感受到这座千年之城的深厚文
化和时尚魅力，共享一场天府
成都的时尚盛宴。

成都式时尚
不仅聚焦于服饰
更关乎城市生活方式

不同于其他时装周，本次
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不仅仅聚
焦于服饰，也是涵盖时尚生活
方式的“泛时尚”创新盛会，这
一点从昨夜的开幕式就予以了
呈现。

中国首位将西方流行音乐
引入大陆的国际艺术家张有待，
以《纽约，望见成都》为题，通过
声音、影像结合最具纽约风情的
爵士音乐，与伍迪·艾伦式的多
媒体表达，向成都投以注目与祝

福；张天骄，作为一个听障舞者，
在成都登上了她人生的高光舞
台，以一曲独舞《心之声》，表达
了对这座城市的敬意。

“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
包容、友善公益”，高度凝练成都
天府文化的16字，被印在了时尚
周开幕式的入口。成都式时尚不
仅限于时装这样狭义，而是关乎
历史文化、关乎人文科技、关乎
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

全球最长的1.69万公里城
市慢行系统天府绿道是绿色环
保时尚；奋斗与休闲两不误，快
慢结合的城市节奏是生活方式
时尚……成都式时尚早已浸入
了城市的基因。 紧转02版

七场一线品牌大秀七场一线品牌大秀、、四大时尚项目落地……四大时尚项目落地……

成都迎来最潮的一周
昨日，“成都·纽约”世界城市时尚之夜开启成都首个国际时尚周序幕

米兰、伦敦、纽约、巴
黎，世界四大时装周总会引
来关注无数，时尚与这四座
城市缠绕相扣。而从多年前
的中国“时尚第三城”，到去
年举办Chanel“古典的现代
性”早春度假系列发布会、
2018年被评为“中国时尚一
线城市”，近年来成都“以我
为主、兼收并蓄”，身影在时
尚界也颇为活跃。

昨晚成都城南的西
部博览城被“世界城市时
尚之夜”燃爆。成都与纽
约牵手，一起拉开了成都
首个国际时尚周的序幕。

在这场时尚周里，时装
并不是全部。它关乎历史文
化科技，关乎城市生活方
式。一种带着成都元素的广
义时尚，这一周将在这座城
市集中喷发释放。

文创大咖：
我爱成都
一起来自拍吧

举行会议、召开庆典、举办
展会……如今“大型节事活动”
（special events）这一行业不仅
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还有了
它的学名“事件管理”（Event
Management）。在昨日的峰会
上，美国“事件管理教育之父”
乔·杰夫·高德布莱特毫不吝啬
地表达自己对成都的喜爱——
将“我爱成都”变成了自己的口
头禅，在进行演讲前还邀请在场
所有与会者一起拍一张自拍照。

“成都，正在不断崛起。它
创造性的未来需要艺术家持续
不断地创作，去滋养这座城市
的灵魂，进而为文创产业打造
出一片新的天地。”高德布莱特
表示，一座城市想要发展文创
盛事，需要从经济发展、生态环
境、游客体验、危机管理、技术
发展、人口结构六个方面着手，
像是棱镜的六个面，聚在一起
就能散发出文化之光。包容的
环境是文创行业发展的土壤，
高德布莱特在会上大力赞扬了
成都的多元包容，他说成都的
未来就如萤火虫一般，既是生
命，又是光源。“我想，在座的各
位就像这些萤火虫一样，会散

发出文化之光，我坚信成都的
未来也将不断地发光”。

同样被成都的包容所吸引
的还有美国著名电影、电视导
演、制片人和小说家马克·扎斯
洛夫，他出生并生活在洛杉矶，
在他眼中，成都与洛杉矶有很
多相似之处——两座城市都非
常喜欢艺术。“成都拥有成为世
界级文化城市所需的所有元
素，除此之外，成都有非常多的
电影、动画人才，成都还有面向
未来的规划和关注生态的规
划，非常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头戴可爱熊猫头箍的爱丁
堡艺穗节现任董事会主席蒂莫
西·奥谢爵士将世界上最大的

艺术节“爱丁堡艺穗节”宝贵的
成功经验一同带到了成都，在
他看来，包容，便是爱丁堡艺
穗节的核心精神。

策划大师：
更多人才和IP
将在成都孵化

中国实景演出领域的开拓
者、被誉为中国最具创新精神
的导演王潮歌在峰会现场接受
采访时透露，在她的3.0版作品

“只有”系列演出中，《只有峨眉
山》正在紧锣密鼓地制作，将在
峨眉山打造一个融入成都、四川
文化的情景体验文化剧，“预计
明年将会与观众见面。”在王潮
歌看来，虽然自己每次来成都都
很匆忙，但成都肥沃的文化土壤
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成都
很幸福，因为这里的人不总是忙
忙碌碌地追求物质，更有对精神
生活的追求和享受。”在谈及如
何更好地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时，
她认为，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
精神养分是核心。

“成都的美食、慢生活等方
面的魅力很吸引我。”曾打造出

《奔跑吧兄弟》《中国好声音》
《高能少年团》等多档现象级节
目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知名
媒体人夏陈安与成都有着特殊
感情。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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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时尚大咖感受成都
独特的成都生活美学，就是时尚

爱丁堡艺穗节现任董事
会主席蒂莫西·奥谢爵士
头戴可爱的熊猫头箍

美国著名电影、电视导演、制片人和小说家马克·扎斯洛夫发表主旨演讲

2018成都国际时尚周昨日正式开幕，国内外时尚大咖汇聚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