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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英国国家剧院现场直
播 NTLive 引入成都的成都轻
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向
晓蕾，则从两个维度来理解“生
活美学”：“第一，日常生活并不
总是鲜花和掌声，甚至是乏味
的。因此，每个人都需要生活里
有一些小确幸。生活美学就具
备了这样的功能，它以艺术化
的方式，完成了对日常平庸生
活的一种干预，让我们得以感
受到幸福与美好。另一个维度
是，我们作为文创业者，在做的
工作其实是构筑一个个场景，
不断提高大家的感知能力，从
而实现整个民间的审美，或者
说城市的美学生活的提升。”

今日下午，由
成都市委宣传部
指导，成都传媒集
团主办，成都商报
社、“天府成都生
活美学地图——
YOU 成都”承办
的首届“美学驱动
——成都生活美
学大赏”暨“2018
成都生活美学百
大印象”展，即将
在太古里博舍酒
店举行。

在首届“成都
生活美学大赏”
上，一张城市级美
学榜单、一项时代
性美学贡献奖项，
以及一场“2018
成都生活美学百
大印象”展，将一
一得以呈现。主办
方希望，通过为
2018年成都生活
美学事件进行年
度评选，来展现成
都生活美学形象，
引领成都生活美
学风尚。

现在，请先随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一起，看看
首届“成都生活美
学大赏”都有哪些
精彩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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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美学大赏当天，“2018成都生活美学百大印
象”展也将同步在太古里博舍酒店二楼平台，以沉浸式美
学空间的形态加以呈现，并免费对公众开放。

自1月9日起，“YOU成都”就已经在“YOU成都”微
信公众号、APP及小程序上，发布了对2018年成都生活美
学印象的甄选推文，同时发起对“2018成都生活美学百大
印象”的推荐与投票。经过多日评选，“2018成都生活美学
百大印象”榜单终于在1月15日产生并发布。这张涵盖人
物、空间、事件、公益、文博、时尚、艺术、思想、音乐等成都
美学生活方方面面的榜单，把2018年的成都之美，浓缩进
了这“百大印象”之中。

网友“花一朵”在看过“YOU成都”微信公众号上首
发的百大印象榜单后，感叹道：“作为成都土著，生活了50
多年，去过30多个国家旅行，相比之下，成都有历史有内
涵有现代有潮流，有文化有市井有烟火，高尚而接地气，
包容而有个性。”网友“梁ing”则期待在成都的新一年里，

“继续做一个发光的人，或与有光的人同行！”
在美学大赏上，包括美学空间、美学人物、暖心公

益、艺文志等12个类别共100项美学印象，还将以“2018
成都生活美学百大印象”快闪视频的形式，展示给公众
及现场来宾。

2018年的成都，在全力打造集世界文化名城、旅游名
城、赛事名城，和国际美食之都、音乐之都、会展之都于一体
的“三城三都”城市品牌的道路上，走出了历史性的一年。

2019年1月18日下午，太古里博舍酒店，让我们共同
期待首届“美学驱动——成都生活美学大赏”暨“2018成
都生活美学百大印象”展。以美学驱动的成都2018年，将
以“首届成都生活美学大赏”的生动，驶向新鲜的成都
2019年。

成都之美

众多生活美学大咖
点亮2018成都

城市生活美学大片

经过多日的推荐建议、网络征
集和大众票选，“YOU 成都”从 122
项入围内容中，评选出了最能代表
2018 成都生活美学的“百大印象”，
并将现场颁发包括“美学人物”6 项、

“美学事件”6 项和“美学空间”7 项
等在内的 19 项“2018 成都生活美学
贡献”奖，对 2018 年成都的美学生活
做一次深度回顾。

在美学大赏的颁奖环节，著名主

持人周东，将与生活美学家、主持人宁
远，资深主持人、朗诵家任韵陶一起，
化身“美学讲解员”，现场讲述“2018成
都生活美学贡献奖”的“美学人物”、

“美学事件”和“美学空间”各奖项的获
奖理由，并为获奖代表现场颁奖。

作为首届“成都生活美学大赏”重
头戏，“2018成都生活美学贡献奖”的
得主们，将分享哪些关于2018年成都
美学生活的精彩故事，着实令人期待。

除了颁发“2018成都生活美学贡
献”奖之外，美学大赏还邀请到了街
头乐队“快乐的孩子爱歌唱”。作为

“2018 成都百大印象·音乐”篇的代
表，“快乐的孩子爱歌唱”是由几位职
业不同却共同喜爱儿歌与民谣的音
乐人组成的一支街头乐队，他们将带
来特别的演出。

2018年，“成都街头艺人”平台以
其持久性和专业性，从成立以来就受
到广泛的关注和肯定，并为成都建设

“世界音乐之都”提供助力。
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采访时，该乐队主唱、作家、美国驻蓉
总领事夫人庄祖宜，对成都打造街头

艺人平台之举深有感触，她认为成都
特别包容，成都的音乐类型也很多
元。“我来成都一年多，感觉这个城市
能给音乐发展带来很重要的养分。”
对于生活美学，她也有自己独特的看
法：“生活美学如果要定义的话，我觉
得是把美感当成一回事，并把它落实
到生活中。”

聊起在街头的演出，庄祖宜动情
地说：“成都的街头，比我想象的还要
美好。这里不断地有人在流动，车水
马龙，有喇叭声，有风声，各种各样街
头的噪音都成为我们演出的一部分。
我们走进观众的生活，观众也走进我
们的演出，成为我们演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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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都重要的文化阵地，轻安·洁尘书房在2018年举办了18场高品质分享会，涉及文学、建筑、书法、非遗、艺
术等多个领域，自然也点亮了“2018成都生活美学百大印象”榜单。作家洁尘认为：“中国审美的传统DNA从来没有断
过。我们会看到古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趣味、价值观贯穿进去。”

除了展示传统的审美趣味，把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作为城市未来战略方向的成都，在2018年也展示了它对世界文
化艺术与美学生活的吸引力。三联韬奋书店（成都）开业，何多苓美术馆与公众见面，知美术馆开馆，毛边书局开了新
店，白夜则迎来了它的20岁……2018年，成都的当代文化艺术空间格外活跃。画家何多苓就表示：“难以想象一个城
市没有美术馆，没有艺术空间。2018年成都有许多大型的高质量展览，比如Art成都，还有蓬皮杜，它们都可以进入，可
以近距离地看，甚至可以互动。这样的艺术活动对一个城市的文化提升，特别有用。”

“一筑一事”创始人王牧之也强调美学空间对城市生活美学的重要性。2018年是王牧之和他的团队在成都耕耘的
第4年，他们用镜头与文字等形式，试图去理解成都作为一座城市的空间美学。对王牧之来说，“空间、建筑、城市的尺
度，来源于人的尺度。成都这个城市，它所呈现出来的街巷、建筑、空间，能够更加贴合人的尺度。越来越多这样的空间
在成都出现，正在改变这座城市的人的生活美学”。

2018年，拥有实体书店3463家的成都，先后举行办了亚洲书店论坛和成都国际书店论坛；而三联韬奋书店（成都）
在宽窄巷子开业，又为“书店之都”成都深厚的人文底蕴增添了一道新风景。三联韬奋书店（成都）的设计师王亥认为：

“如果一座城市没有好的书店，没有好的书，是不值得逗留或居住的。三联书店之于成都，它是个守望者，它守住的是
一个精神家园。”王亥同时认为，在美学生活中，书籍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生活是什么不重要，它应该是什么更重
要。‘应该是什么’才构成了美学生活的核心价值，而这恰好是思想能带给一个城市的东西。”

2018年的成都不只是“全国数字阅读城市”第一名和“全国最爱阅读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时尚一线城市”。作为成都时
尚界的代表，Sheme品牌创始人刘琼英的故事是成都女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40年开放精神最有生命力的展示。在她看
来，“成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它的美学生活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成都高校资源丰富，在人才培养上具有雄厚的实
力。其次，近年来政府在创意创新上扶持力度很大。此外，成都本身也有许多的非遗项目，例如蜀绣、漆器等。这些深厚的文
化基础，在创作时，很多可以拿来运用。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也是一座年轻的城市，更是一座正在走向辉煌的城市。”

成功申办202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成都，向来都充满年轻蓬勃的生命力，对此，“Hero久竞”经理人刘畅特别有发
言权。诞生于成都的手游《王者荣耀》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火手游后，其相关的赛事也逐渐成为年度热事，其中，“Hero久
竞”队就在2018年蝉联了KPL秋季赛冠军。刘畅认为，以电子竞技为代表的运动形式，在运动的竞技性本质之外，还格外
注重运动潮流的表现形式。“我觉得这也是运动美学的一种体现。运动除了能让人有一种积极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之
外，也更多地体现在一种生活态度上，特别是发现生活中的美，发现生活中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他所定义的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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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点亮20182018成都成都
之美的之美的，，正是全正是全
身心地参与了身心地参与了
成都之美的每成都之美的每
一个人一个人；；而成都而成都
的的 20192019 年年，，已已
经带着其全部经带着其全部
的惊喜与美的惊喜与美，，在在
我们面前铺展我们面前铺展
开来开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娟

YOU成都微信公众号

2018 城市生活美
学总结大片提前看

作家洁尘Sheme品牌创始人刘琼英艺术家、设计师王亥 轻安董事长向晓蕾

首 届“ 美 学 驱 动 —— 成 都 生 活 美 学 大 赏 ”今 日 揭 榜

成都美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