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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美学就在成都人的眼睛里

经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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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现场颁发
了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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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进行了一次
深度回顾。

■作家阿来/
细腻的笔触 讲述成都故事

2000年，作家阿来凭借长篇小说《尘埃落
定》获得茅盾文学奖；2018年，他的中篇小说《蘑
菇圈》，收获了鲁迅文学奖。他用文字记录成都
人文之美，在细腻的笔触之下讲述成都故事。

■艺术家、设计师王亥/
用空间、建筑与美的形式
表达对这座城市的洞察

轻安、宽云窄雨、崇德里、高宅、浣月，一
直到三联韬奋书店，艺术家、设计师王亥以
空间、建筑与美的形式，表达着他对这座城
市的超脱于时人的洞察。

■Sheme品牌创始人刘琼英/
从一家店到高定女鞋品牌
她是成都时尚的一个缩影

从一家9平米的小店，到国内首个登上
巴黎高定时装周、伦敦时装周的中国高定女
鞋品牌，刘琼英的故事是成都时尚的一个缩
影，也是中国四十年开放精神最艳丽的展示。

■艺术家、艺术策展人许燎源/
在成都的艺术空间中
留下最富冲击力的形象

许燎源用作为雕刻者的手，和作为艺术
家的智慧，在成都的艺术空间中留下最富冲
击力的形象。2018年，许燎源博物馆10周年
之际，多个艺术展给 2018 年的成都艺术界
带来了许多新表达。

■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李明斌/
古物的文化灵魂 正在熠熠生辉

文化是城市之魂，而文物，正是城市文化
的物质显现。在李明斌带领的成都博物馆中，这
些有着古旧肉体的文化灵魂，正在熠熠生辉。

■摄影师朱毁毁/
用文字与光影 表达成都之美

2018年，在他的自媒体“朱毁毁的成都”
中，朱毁毁用文字与光影，让成都这座城，以
一种新鲜、敏锐的方式进入年轻人的话语体
系。关于千人千面的成都之美，朱毁毁给出
了他的表达。

人物人物
位美学人物
引领成都文化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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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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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太古里博舍酒店举行。一张城市级美学榜单、一
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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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得以呈现。

自2018年起，成都加快了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
步伐。这张以成都几千年美学生活为底蕴的蓝图，在
新时代里，以“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
公益”的天府文化为魂，以“三城三都”为六大路径体
系，将文化名城成都的发展升级至全球视野。

主办方 YOU 成都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对
2018年成都生活美学事件进行年度评选，YOU成都
希望能向世界展现成都生活美学形象，引领成都生
活美学风尚。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黄伊舲

彭祥萍 摄影记者 王效

美学人物／
摄影师朱毁毁摄影师朱毁毁：：
成都的文化是自由宽容的

摄影师朱毁毁将新旧交融的成都美学
文化，看作是一种矛盾彼此消融的状态。

“成都的文化是自由宽容的。这座城市让每
一种想法和生活方式，都自由地生长。”

在他看来，成都之所以能代表一种生
活美学，是因为成都一词背后，隐藏着一
个共同的价值观。“成都人有一种对美好
生活天然的追求。他们不会违背本心去做
不喜欢的事，这样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了每
个成都人的骨子里。”

美学空间／
正火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杨生正火传媒集团副总经理杨生：：
生活美学即是
成都的生活味道

由正火传媒集团打造的梵木创艺区，
凭借其独特的空间艺术设计获奖。对“有一
种生活美学，叫成都”这句话，正火传媒集
团副总经理杨生赞叹不已。“这句话很好地
诠释了成都的生活味道。只有当美学融入
到生活，我们才能享受到更多幸福感。”

杨生告诉记者，成都目前有很多集音
乐、艺术、展览为一体的艺术设计空间。

“通过这些承载了成都美学生活的艺术空
间，成都市民在日常的生活中，能随时感
受到艺术的魅力。”

美学事件／
四川方所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策划副四川方所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策划副
总监成晨总监成晨：：
成都就是
生活美学的代言人

四川方所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策划副总
监成晨，参与了“2018国际书店论坛”。在她
看来，成都本身就是生活美学的代言人。

“成都自古以来就有很高的包容性，吸纳各
家之长。成都艺术生活的立体鲜活，让这座
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生活美学的代言人。”

作为成都生活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成都拥有 3463 家书店，数量位居全国第
二。拥有如此大体量的书店，在成晨看来，
源自于成都自古以来便有的文学基因。

“成都自古诗文一脉相承，这种文化已深
植于成都人的血脉之中。书店对于成都人
而言已是根本需求，它可以让成都人真正
地享受到生活的美好，提升幸福感，也契
合了成都人慢节奏的生活需求。”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美学的成都万里挑一美学的成都万里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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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 项
美学贡献奖

■杜甫千诗碑
在城市空间中构建独一无二的美学意象

杜甫存世的1455首诗歌，在杜甫草堂及浣花
溪公园内，以书法、石刻等艺术形式呈现。如同恒久
的记忆，杜甫千诗碑在城市空间中构建了独一无二
的美学意象。

■道明非遗文化竹艺村
是成都生活美学空间的重要代表

道明非遗文化竹艺村把生态、文化、产业、生活
与公益融为一体。竹艺村乡风淳朴，生活气息浓厚，
邻里关系亲密，是成都生活美学空间的重要代表。

■梵木创艺区
成都文化旅游地图上令人惊艳的地标

梵木创艺区既是创意设计公共服务平台，也是
四川原创音乐基地。这个平台，汇集了多彩的功能，
成为成都文化旅游地图上，令人惊艳的地标。

■少城视井文创产业园
让人们对街区的记忆更深沉

在改造建设和发展治理过程中，少城视井文创
产业园利用原四川广播电视台闲置楼宇。它延续了
天府之国的城市记忆，让这座城市的居所更显温
暖，让人们对街区的记忆更为深沉。

■何多苓美术馆
为本土艺术发展提供交流场域

何多苓美术馆的极简主义美学空间，不仅是何
多苓的建筑理想和实践的最佳案例，也为本土青年
艺术家与本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交流场域。

■江家艺苑
巴蜀精神与天府之美将重焕生机

作为锦城绿道的重要点位，占地约2130亩的
江家艺苑，从北宋画家黄休复《益州名画记》中汲取
了无尽灵感：从千年名画“逸、神、妙、能”的超妙
中，江家艺苑塑造了闲逸、凝神、墨妙、品能四大创
意湖群；在它的内部，巴蜀精神与天府之美，将重焕
生机。

■小龙翻大江
以空间的形态传递巴蜀文化的精粹

作为美食文化与空间文化结合的代表，小龙翻
大江让人在楼中美、让食在画里香。作为来蓉旅游
必打卡的地方，小龙翻大江呈现的不仅是一桌代表
成都特色的美食火锅，更以空间的形态为大家传递
巴蜀文化的精粹。

■首批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唱出了成都的优雅与包容

作为成都的独特风景，街头艺人唱出了
成都的优雅与包容。街头艺人队伍不断扩
大，涉及的艺术门类也更加丰富多彩，进一
步印证了成都“国际音乐之都”的建设成就。

■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
站在世界舞台中央，与世界对话

2018年7月，“2018世界文化名城论坛·
天府论坛”在成都举行。30多个世界文化名
城代表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代
表齐聚成都，共同探讨文化如何推动“一带
一路”发展。天府成都，再次站在了世界舞台
中央，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

■2018成都国际书店论坛
把关注阅读变得更本质更深入

2018 年 9 月，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法
国、德国、捷克、波兰、日本等国的守书人、制
书人和读书人，与中国的同业者一起，把关
注阅读本身变得更为本质、更加深入。

■“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年展
将成都置于艺术氛围之中

2018 年 11 月，“全球都市”国际艺术双
年展开幕。这一场突破了美术馆围墙的跨领
域、跨学科、跨文化的展览，将成都置于艺术
氛围之中；作为一次展览实践，它探索了艺
术走出美术馆、去中心化的可能性。

■成都获世界大运会举办权
提出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目标后
成功申办的首个世界性综合运动会

在葡萄牙当地时间2018年12月13日上
午召开的国际大体联常委会会议上，成都申
办2021年世界大运会成功。此次申办成功，
成为成都提出世界赛事名城建设目标后，成
功申办的首个世界性综合运动会。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
近距离揭开300余年前的秘密

“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因其独有的
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广泛影响力而获得“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殊荣。本次展览作为其成
果展，共展出521件（套）精品文物，为观众近距
离揭开300余年前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秘密。

首届“成都生活美学大赏”昨日落幕

有一种生活美学，叫成都。自历史深处走来的成都，用上千

年厚重的文化，书写着“成都式美学”的生活方式。如今，成都将

生活美学注入每一个生活足迹、每一座设计感十足的建筑，和

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之中的人。

刚刚过去的2018年，成都生活美学遍地开花。在传承着古

蜀千年文化的同时，成都生活美学也在不断洋溢着这座城市今

时今日的时代新风貌。

事件事件
件美学事件
见证成都城市发展

空间空间
个美学空间
构筑成都文化

成
都
美
学
是
什
么
？
对于成都

生活美学，每
一位获奖者都
有他们独特的
注解。这些注
解，既是获奖
者们对成都文
化的思考，也
是他们创作源
源不断的灵感
源泉。

它是成都人
生活的味道

贡献美
收获美

获奖者及代表登台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