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边是古蜀国刻划翅膀的青铜
蛇，一边是华丽的蛇形珠宝；一边是
东汉的伏羲女娲画像石，一边是西方
现代艺术家炫酷的蛇形雕塑……据
悉，4月30日，“灵蛇传奇”艺术大展将
在成都博物馆与公众见面。展览汇集
了中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日
本、葡萄牙等7个国家的博物馆、美术
馆和基金会的古代文物和现当代艺
术品，共计183件（套），它们以蛇形艺
术为主题，对比展示中西古代文明与
现代艺术的异同，从艺术的角度诠释
生活美学的衍生与发展。

据介绍，此次展览既有古罗马时
期的“握蛇的赫拉克勒斯”大理石雕
像，也有晋代时期的灰陶俑。它们分
别来自意大利和中国。此外，来自湖
北省博物馆的文物明代鎏金铜玄武，
同样有巨蛇鳞甲悚然，俯视于下，与
昂首回顾的龟首相呼应，流畅的线条
刻画出充满力量感的躯体。

此外，本次展览中还可以看到
商朝时期的灵蛇造型青铜器，古罗
马时期再现大力神 Hercules 与蛇
对战的雕像，1926年歌剧“图兰朵”
中 的 灵 蛇 戏 服 ，西 班 牙 画 家 Joan
Miró 的抽象主义画作“蛇影”，著
名珠宝品牌宝格丽的蛇形珠宝和艺
术品也陈列其中。

展览时间：2019年4月30日-8月
25日展览地点：

成都博物馆（天府广场西侧）
门票：免费（携身份证）

历史的厚重感、清新的文艺气质，市井烟火气
和时尚摩登面貌，在这里碰撞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

“川潮”文化。日前，在成都万象城开幕的“川潮”潮
流创想节就将最时髦的川味文化集结在了一起。数
AJ“串串”、搓AJ麻将、吃VANS火锅儿……对热爱潮
流和sneaker文化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不可错过的必
打卡点。限量球鞋变身串串呈现在冰柜展柜里，其
中不乏许多一双难求的联名鞋款。参观者在现场还
可以亲手完成潮T丝网印刷，奶茶任性搭配，DIY手
提袋，化身川潮大人制作更多有趣的川潮单品！

展览时间：2019年4月12日-5月4日
展览地点：成都万象城星巴克下沉广场
门票：部分免费

数AJ串串、吃VANS火锅、喝盖碗奶茶
——“川潮”万象城潮流创想节

当古老遇见时尚的艺术迸发
——灵蛇传奇

好看的 好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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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主
办，成都市商务局、成都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承办。从覆盖移动5G的双流国
际机场、火车东站、太古里、熊猫基
地，到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通式消费体
验，都将带给游客们别具一格的“耍
成都”之旅。以“入夏耍成都”为契机，
2019年，“过节耍成都”城市品牌IP活
动也将迎来全新的深化升级。

本次活动也全程进行直播，网友
可以通过红星新闻客户端、成都商报
官方微博、一直播等主流直播平台进
行观看，截至目前累计播放量超过
198万次。

VR实时直播 AR线上购物
一起感受“5G时代”的来临

4月28日下午4点，在春熙路太古
广场，“入夏耍成都·5G新体验——成
都全通式消费体验季”系列活动正式
启动。在现场，游客们可以体验会数
十个动作的5G跳舞机器人、清晰到毛
发都看到的8K电视、点对点选择的
AR购物体验，以及移动VR实时直播
成都景点、VR全景观看多个成都景
点等趣味项目，一起感受“5G时代”的
来临。

今年，成都发布《成都市5G产业
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2年，要将
成都市建设成为5G网络供给全国领
先、行业应用深度融合、核心生态高度
汇聚、产业聚集效应凸显的中国5G创
新名城。5G，让速度更快，也让生活更

“愉快”。把5G与大众旅游、消费紧密结
合，是“过节耍成都”的一次全新尝试。

据悉，目前四川移动5G已覆盖成
都双流机场、成都东客站，以及太古
里、熊猫基地、都江堰等特色地标和
景点。这个夏天，游客朋友们可以率
先尝鲜，与高科技亲密接触，在成都
体验最新、最潮、最科技的生活方式。

在昨日的启动仪式现场，还展示
了成都特色工艺品和美食，锦江区天
府熊猫的文创系列，新都的棕编和羌
绣，温江的“香香嘴”豆制品等等，都
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吃住行游购娱
开启全通式消费体验

入夏耍成都，必须不虚此行。今
年夏天，成都各区（市）县积极联动，
打造N场线上、线下系列营销活动。

“入夏购物狂欢季”“入夏美食体验
季”等特色活动也即将开启，来自餐
饮名店的美食福利，成都美食老字
号的折扣活动，都将款待游客们的
味蕾。

成都力推“双店经济”，今年1-3
月成都共计有60家首店开业，其中
包括3家全国旗舰店、8家全国首店、
14家西南首店。目前已有近300家首
店落户，成都国际消费城市持续保持
吸引力。

白天，可以到“成都新网红”天府
绿道畅游漫步，融入现代成都的秀美
风景和生活美学。茶余饭后，再趁着
夜色打卡“夜游锦江”，感受一把锦江
河畔的夜市、夜景和夜食等夜消费文
化，何乐而不为？

据了解，“夜游锦江”作为今年来
成都最新推出的观光项目和建设世

界文化名城进程中的全新名片，7天
就吸引20余万人次，成为新的“网红
打卡点”。“光影走廊”“熊猫爬塔”“花
重锦官城”……沿途风景美不胜收。

目前，成都正在打造“熊猫基
地-猛追湾-太古里”全通式消费场
景，多个场景通过业态、时间、空间、
渠道、文化等多维度贯穿。在这里，
可以享受全方位、超自在的“耍成
都”体验：从白天到夜间，24小时不
断档；从核心到周边，各消费场景

“全域覆盖”；从线上到线下，全渠道
融合无差别；在文化上，更是实现天
府文化融合联动发展，形成新兴消
费场景生态圈。

打通全年游玩攻略
一年到头都好耍

近年来，“硬核”成都正在崛起，
一跃成为新一线城市，正在以世界眼
光和国际视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
界城市。

“过节耍成都”城市品牌IP活动于
2017年国庆黄金周初亮相，坚持以城
市品牌“走出去”、消费力量“引进
来”、服务水平“提上来”为原则，陆续
走过北京、广州、武汉、天津、哈尔滨、
澳门、新加坡、雅典等全球20余个大
中城市，向世界人民展示成都友好、
包容、开放的多面形象。

一系列活动引发巨量关注度，成
为城市品牌营销的经典样本，吸引众
多游客的同时，融合“耍成都、促消
费、引产业”发展体系，打造全通式消
费体验新场景，实现了城市品牌价值
的跨越式增长。

2019年成都一季度的经济“成绩
单”显示，成都实现接待游客5759.7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81.5亿元，按照
成都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成都将力
争接待游客3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800亿元。同时，成都市服务业第一季
度呈现总体平稳发展态势，实现全市
服务业增加值1950.16亿元，同比增长
8.5%；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5.1
亿元，同比增长8.7%。其中，餐饮收入
255.1亿元，累计增长21.9%。

2019年，“过节耍成都”城市品牌
IP活动将全新亮相，顺应消费升级趋
势，持续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并进一步深
化商旅文体融合发展，打响“成都休
闲、成都消费、成都创造、成都服务”
四大品牌，助推成都加速建设世界文
化名城，全力打造“三城三都”城市超
级IP，推动建设亚太旅游大数据中心、
新业态培育中心、旅游人才中心和亚
太旅游枢纽港。

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一年度，“过节耍成都”将以“八大
城市定向推介、十大互联网品牌整合
营销、五大主题创新，以及N个IP跨
界融合”的模式，进行全面布局和整
体统筹，策划“入夏耍成都”“消夏耍
成都”“金秋国庆耍成都”及“新春耍
成都&火锅文化月”“年味最成都”等
五大主题活动板块，持续加大城市引
流力度、城市营销广度与城市IP深
度，继续助推成都走向世界，让世界
听见成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荣威互联网汽车体验乐园
爬斜坡、过颠簸路、穿越单边桥，重重关卡，等

候挑战。电音派对、舞蹈秀、有奖问答……
潮流风暴，席卷全城。5月1日，荣威将在海滨城

购物中心为大家带来非凡驾道——互联网汽车体验
乐园活动。参与者可在现场体验荣威i6 PLUS、荣威
i5、荣威RX5、荣威MARVEL X等互联网汽车，感受
上汽世界级蓝芯、绿芯、互联网科技的非凡魅力。

●精典汽车免费车辆健康体检
五一假期出行前，不妨先给爱车做个全面的体

检。精典汽车将为广大车主送出了健康体检券，可以
提供价值88元的17大方面14项爱车健康体检项目，
让你的假期出行无忧。只需要关注“精典汽车”公众
号即可领取。

●运通博捷路虎“踏春焕新季”
成都运通博捷路虎在五一期间，针对有二手车

置换新车需求的客户，特别推出多重大礼包。成功置
换路虎揽胜星脉，可享受：最高1.6万元置换补贴，有
机会抵免20%超低首付；路虎车主购买可额外享受
贷款利率1%优惠等。

●金菱凯迪拉克特价车抢购，数量有限
成都金菱·凯迪拉克五一劳动节给每一位勤劳

的同志颁发“5.1特价车”奖，新美式运动轿车 凯
迪拉克ATS-L只要18.99万起，新美式都会SUV
凯迪拉克XT5 现仅需27.99万起，加2万，XT5两
驱变四驱；即日起换购凯迪拉克XT5部分车型，
享置换补贴15000元；购买终身免费保养卡，送美
容抛光打蜡或内饰清洗一次，真挚关爱、全面呵
护您的爱车。 （夏夏）

五一小长假前夕，曾火爆纽约、伦敦、柏林、东
京、香港、上海等多个城市的“爱马仕peitit h”网红
创意展“空降”成都，在成都远洋太古里专卖店正式
对公众开放。展览在创意总监Godefroy de Virieu
先生的艺术指导下，创意上借鉴了皮影戏作为灵感
来源，通过纸、竹、砖等中国元素展现和构建出了独
特“成都街巷”的影子。现场，参观者将受邀参与手
工艺体验，在客座艺术家的指导下创造自己的作
品。 （张一梅 牛清云）

展览时间：2019年4月27日-5月19日
展览地点：爱马仕专卖店（成都远洋太古里首层）
门票：免费

价值260万熊猫玩偶亮相太古里
——爱马仕“网红”创意展空降成都

VR实时直播 AR线上购物
“入夏耍成都”解锁5G时代

“入夏耍成都·5G新体验——成都全通式消费体验季”系列活动昨日开启

临近五一小长假临近五一小长假，，除除
了传统的旅游项目和吃喝了传统的旅游项目和吃喝
玩乐玩乐，，最近成都又悄然兴最近成都又悄然兴
起了一股更有文化氛围的起了一股更有文化氛围的

““看展看展””热潮热潮。。而一大波颇而一大波颇
有来头的大展就在近期应有来头的大展就在近期应
景小长假开展景小长假开展，，而且个个而且个个
都是精品都是精品。。比如说成都博比如说成都博
物馆马上就要开展的物馆马上就要开展的““灵灵
蛇传奇蛇传奇”，”，贯穿古今贯穿古今、、跨越跨越
中外中外、、融合艺术领域融合艺术领域；；再比再比
如说如说““发现喜马拉雅发现喜马拉雅””西藏西藏
当代艺术展当代艺术展，，驰骋多元艺驰骋多元艺
术地带术地带，，探索不同寻常的探索不同寻常的
喜马拉雅……五一假期喜马拉雅……五一假期
找一天找一天，，约上朋友约上朋友，，一次性一次性
打卡大成都目前人气超高打卡大成都目前人气超高
的展览的展览，，其中绝大多数都其中绝大多数都
免费哦免费哦！！

日前，成都IFS携手西藏文化艺术
品牌“醍醐”联合举办的“发现喜马拉
雅”西藏当代艺术展已于4月19日开
启。这场超大规模西藏当代艺术展，
甄选中、英、意三国17位当代艺术家
的近30件重磅作品，于4月19日至5月5
日期间，在成都IFS一层古迹广场及七
层艺术廊对公众免费开放。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展览分设
两个展区：首先，在成都IFS一层古迹
广场，一座限时17天的美术馆屹立于
中央，营造喧嚣中的沉静空间。10位
艺术家在此奉上他们的艺术佳作，用
包括画作、装置艺术、影像、摄影等形
式多样的一系列巨幅作品，震撼感官
与心灵，引领观众一同探索不同寻常
的喜马拉雅。

而在成都IFS七层艺术廊中，观众
将沉浸在纯粹的艺术世界。西藏现当
代艺术史中的标志性人物裴庄欣，连
同西藏艺术一众新生代知名艺术家
一起，为观众梳理出当代西藏文化艺
术的发展脉络。

展览时间：2019年4月19日-5月5日
展览地点：成都IFS一层古迹广场

及七层艺术廊
门票：免费

驰骋于多元艺术地带
探索不同寻常的喜马拉雅
——“发现喜马拉雅”西藏当代艺术展

五一节期间，成都的汽车服务
商也为大家带来了缤纷多彩
的活动，涵盖汽车体验活动、
购车优惠、车辆健康体检、车
主自驾活动等。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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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率高速率、、低时延低时延、、大连接大连接
的的55GG，，必将改变公众的生必将改变公众的生
活活。。44月月2828日日，，游客们游客们““抢抢
鲜鲜””在成都感受在成都感受55GG。。VRVR眼眼
镜看全景视频和景点直镜看全景视频和景点直
播播，，一对一的一对一的ARAR购物购物、、可可
以做多个动作的以做多个动作的55GG跳舞跳舞
机器人机器人、、清晰到毛发都看清晰到毛发都看
到的到的88KK超清电视……超清电视……

一系列前沿科技体验一系列前沿科技体验，，也也
是是20192019““过节耍成都过节耍成都””为为
游客们带来的新一年游客们带来的新一年““见见
面礼面礼”！”！趁着五一小长假趁着五一小长假，，

““过节耍成都过节耍成都””联合中国联合中国
移动移动55GG新耍法新耍法，，开启了开启了

““入夏耍成都入夏耍成都··55GG新体验新体验
———成都全通式消费体—成都全通式消费体
验季验季””系列活动系列活动，，再一次再一次
向全球发出耍成都邀约向全球发出耍成都邀约。。

要闻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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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体验5G

《年幼赫拉克勒斯与蛇搏斗像》

“发现喜马拉雅”西藏当代艺
术展限时美术馆的展览空间外观

熊猫+地砖，售价260万 图/爱马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