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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丢）的，8000多。”11
月9日上午10点，家住大业路附
近的付阿姨从8路公交车位于
十里店公交站的调度室，领回
了不慎丢失的8450元钱，激动
得不断向公交车队工作人员表
示感谢。

原来，11月8日晚，和朋友
聚会后，付阿姨乘坐8路车回
家，将装有8000多元现金的钱
包遗落在公交车上。发现钱包
丢失后，付阿姨哭了一个晚上，
以为再也找不回了。幸运的是，
她的钱包被其他乘客捡到，交
给了公交司机廖师傅，廖师傅
又交给了公交站调度室……

乘车回家：
发现钱包丢失“哭了一晚上”
乘客捡到钱包交给司机

“有个乘客递了一个钱包
给我，说是座位上捡到的。”8路
公交车司机廖利明回忆说，11
月8日晚上7点20分左右，他驾
驶的公交车开往西部智谷方
向，到电信南街东站时，一位女
乘客递过来一个黑色钱包，说
是她从前排一个空座上捡的，
应该是某位下车的乘客掉的。

廖利明谢过女乘客，表示
自己会将钱包交回终点站调度
室的失物招领处，寻找失主。

车到站后，廖利明和同事打
开钱包查看，发现里面竟然装满
了百元大钞。“看到这么多钱，我
当时心里还是很紧张的。乘客掉
这么多钱，肯定很着急。”

于是，廖利明将钱包交给
了西部智谷公交站调度室同事
李世俊。然而，该怎么寻找失主
呢？李世俊又将情况报告给了8
路公交车所在的成都公交东星
公司105车队服务队长严波。

据付阿姨回忆，当晚6点
多，她和朋友在新华公园附近
的餐厅吃饭，结账时曾把钱包
拿出来过。随后，她们一同乘

坐8路公交车回家。“我上车之
后，就一直在耍手机。”付阿姨
说，她家住在大业路附近，车
到站后，她就下车了，根本没
注意到钱包是什么时候丢的。
晚上7点30分左右，付阿姨到
家后才发现钱包不见了，因为
在餐厅里拿出过钱包，她立刻
打电话给餐厅前台，服务员查
找后说没有发现，告诉她可以
第二天来餐厅查看监控。“我
哭了一晚上，想到这个钱肯定
找不回来了。”

物归原主：
联系上公交车队
8000多元失而复得

次日上午，付阿姨和朋友
回到餐厅，在监控中确实没有
看到钱包丢失。这时，付阿姨朋
友突然想起，会不会落在了公
交车上？

付阿姨又赶忙拨打公交热
线电话，工作人员给了她8路公
交车所在车队的联系方式。

“（工作人员）问我掉了好多钱，
我说8000多，然后就让我去调
度室现场确认。”付阿姨说，当
时一听，心里就松了一口气。她
赶到十里店公交车调度室，现
场确认了钱包外观、现金金额
等信息后，确定廖利明交回的
钱包正是她丢失的。

“我还说，如果再没失主消
息，我们就会发失物招领启事
了。”严波说。

得知找到了失主，廖利明
很高兴。他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平时遇到乘客的
私人物品遗落在公交车上，司
机们都会交回调度室，通过公
司查找失主联系方式，或者发
布失物招领。他也提醒乘客，坐
车时一定要检查好随身物品，
不要大意丢失。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许媛萍 受访者供图

“一个好的产品设计，要看这个产
品是不是真的适用，设计师考虑的第一
个点就应该是以用户为中心。”日本设
计振兴会首席设计官与执行董事加藤
公敬表示，好的设计，应当是以人为本，
去适应人们真正所需。

加藤公敬举例说，日本现在老龄化
比较严重，一些老人的诉求就变多了。

“日本有一个类似发夹的感应器设计，给
一些没有听力、听力减弱的人使用，这些
人士把发夹别在头发上，别人和他说话，
发卡会通过震动频率传递信号，使用者
通过提前学习可以知道这种信号表达的
是什么意思，从而与他人沟通交流。”谈
到成都的创意设计时他表示，应当以成
都市民的需求为基础，去思考怎样用设
计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

除了从人的需求出发设计产品，一
个好的设计还应当有共振力。“一个好
的设计，好的产品，好的想法提出来之
后，能够引发大家共同的思考，从而去
影响一些看起来与创意设计并不相关
的领域，比如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好设计的共振力。”加藤公敬说，
这就是设计领域的外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严丹

说好的修枝，咋给修秃了？
小区物业目前已暂停修枝，社区表示将请园林部门指导

“轰……”11月8日，成都二仙桥
东圣民居小区内，正在午睡的肖大爷
被窗外的动静吵醒，他赶紧下楼查看，
小区里原先茂密的树木正在被人修
剪，部分树木被修剪得只剩下光秃秃
的树干。到场的业主越来越多，并就修
剪程度起了矛盾。

原来，早在10月底，小区物业针
对修剪树木进行了公示，也获得业主、
业委会的同意。只因近30棵树被修得
只剩下树干，业主们起了争执，反对者
认为小区绿化受到了影响，支持者认
为这些树木掉落砸车，严重影响到生
活安全。

目前，小区已经暂停修枝，物业表
示会在业主和业委会达成一致后再修
枝。小区所属的西北路社区也表示会请
专门的园林部门指导，确保不影响小区
绿化，也给小区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

■反对业主：
公示的是“修枝”,最后修得只剩树干

10月27日，东圣民居物业贴出公示：我小区大树枝繁叶茂，由于
小区地面土壤层仅70厘米左右，构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业主
反映强烈。为了避免事故发生，确保业主生命财产不受伤害并且避
免损害化粪池，小区业委会和物业开会研究决定，实施全面修枝。

公示贴出后，得到业主们的支持。“对小区树木进行修枝，我们都同
意，大家也没有异议，但问题是公示的是‘修枝’，最后砍得只剩树干。”
小区住户肖大爷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修得只剩光秃秃的树
干，小区绿化也受到了影响，“我数了的，已经被修剪的有27棵，如果不
制止，到时候全部的树木都会变秃，一点绿色都看不到。”

11月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房屋一侧的树木已经被修剪得只剩
主干，中庭的树木被修剪了部分。另一位住户胡先生告诉记者，物业
公示的修剪树枝就是现在只剩下树干，大家产生了异议，“我们觉得
有问题就来制止这个行为。我个人觉得有问题的必须砍，影响到居
民生活、安全的必须砍掉，没有问题的就正常修剪，不能修秃。”

iF成都创意设计论坛举行

曼谷曼谷、、柏林柏林、、赫尔辛基赫尔辛基
三个设计之都的

女乘客公交上遗失8000多元失而复得：

一个钱包的
“幸运旅程”

■物业：
十多年没有修剪，危害性大

一开始的修剪公示得到了全部业
主的同意，但没想到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因“修剪”的程度问题引起了矛盾。
小区物业周经理告诉记者，小区的树木
已经十多年没有修剪过，现在长得茂
盛、高大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接
到业主多次反映后决定实施修剪。

“这些树木多是泡桐树一类的，长
得很高，而且是倾斜的，树枝很脆，一到
暴风雨天气很可能就会被刮断，之前就
砸到车，要是砸到人怎么办？”周经理向
记者表示，“如果只是简单修点枝还是
有危害性，这样意义不大。”

至于具体的修剪高度，周经理表示
他们聘请的是外面专业人士，具体的修
剪高度由他们作出判断。小区内一位做
工程的住户告诉记者，虽然现在树木修
剪得很秃、很短，但不是砍成了树桩，只
要是在合理的高度，这些树还会再长起
来，只是会花费一定时间。

由于争执不下，小区物业计划等业主
与业委会商量一致后，再重新请人修枝。

■社区：
会请园林部门指导修枝

昨日，小区所属的西北路社区书记
也来到现场。在了解情况后，书记表示会
把情况上报街道，接下来针对怎么修枝、
具体的高度，也会请专业的园林部门进
行指导，确保不影响小区绿化，也不影响
树木的生长。关键的是解决由于树枝造
成的安全隐患，在修枝后，给小区一个安
全的居住环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马天帅 刘成梦 摄影记者 张直

■支持业主：
树枝掉落砸车，严重影响生活安全

包括任先生在内的几位业主则大力支
持物业进行修剪。

在此次动工之前，他们的车都曾因为停在
中庭树木下，被掉落的树枝砸中，为此，他们希
望不只是简单地修枝。

“简单地修剪树叶树枝没用，这些是泡桐
树，树枝很脆，如果不修剪干净，树枝落下还是
会砸到车。”任先生说。

住在二楼和五楼的用户也发生了争执。
常年没有修剪的树木生长得十分茂盛，把部
分底楼住户的视野挡住，胡先生告诉记者，
住在二楼的住户认为这些高大的树木不影
响五楼的生活，但是对底楼的住户影响很
大，因此支持修剪得低矮一些。

如何让城市具有创意？11月9日，在第六届成都创意设计周三大
主体活动之一的iF成都创意设计论坛上，这一问题频频被抛出。有
人看重空间的创新，有人想要建筑的独特风格，还有人认为活力、智
慧都不可或缺……全球设计大咖从不同角度,就创意城市、创意生
活趋势、创意生活产业与趋势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对于成都来讲，如何汲取经验“入群”世界设计之都？已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的柏林、赫尔辛基、曼谷在论坛
现场,围绕文化创意带给城市创意经济发展等，进行交流碰撞。

“成都的文创现在是百叶齐飞，各
方面都有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
意产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会会长金元浦在谈到成都文创产
业的发展时表示，要把成都之所以为成
都、最亮眼的文化的魂抓到。

“现在人民群众购买力和需求都增
强了，精神文化、心理、美学、艺术、休闲
娱乐、养身等需求全部都摆到了面前。”
金元浦说，面对这些新需求，必须要有
好的创意去设计出来，去跟上个性化的
发展变化。而现在，创意设计产业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并为其他产业形态服
务，包括装备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业、
旅游业、体育产业、农业等，“创意产业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金元浦说，成都在文创方面有很多
成功的案例，例如《哪吒之魔童降世》、

《王者荣耀》，这些大的文化IP都在成都
孕育而生。“不仅如此，成都还在积极创
建世界文化名城，弘扬天府文化，发展特
色景点，扩展夜经济，包括举办成都创意
设计周。”他建议，成都在文创产业的各
个方面都有发展，但是还没有出现最厉
害的“那一招”。“要把成都之所以为成
都，最亮眼的文化的魂，要抓到。成都有
热度，但是要在深度和精度上下功夫。成
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在这个基础上
去发展文创产业，打造城市品牌。”

打造创意区域、创意生态 关键要以人为中心
街区设计的街区设计的““曼谷经验曼谷经验””

曼谷不久前才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评为“设计之都”，凭的
到底是什么？泰国创意经济局创
意城市发展部主任皮蒂帕尼奇
先从他们的创意设计中心说起，

“我们希望能够开发和推动创意
产业，利用创意和创新来提升我
们的产品和服务。核心的概念就
是要推动培养创意的人群，培养
创意的商业、产品服务，还有地
点。”皮蒂帕尼奇认为这个地点
是非常重要的愿景的一部分。

1864年建成的石龙军路是曼

谷一条很有名的老街，但随着城
市扩张一度被人们遗忘。泰国创
意经济局搬迁至此后，老街区重
新焕发活力。“历史气息、多元文
化、异域风情与艺术魅力在这个
老街区上交融。”皮蒂帕尼奇说，
是创意设计施展的“魔法”。

在皮蒂帕尼奇看来，不管是
打造创意区域还是创意生态，都
要以人为中心，因此要去倾听人
们的声音，关心和关照人们的需
求，一点一滴地进行积累，这样
的城市才能够繁荣。

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会会长：

成都文创发展
要抓住最亮眼的魂

给人才提供开放空间 让他们去探索、试验
孵化创意的孵化创意的““柏林经验柏林经验””

“是什么样的土壤在孕育着
创新呢？”柏林设计周策展人亚
历山德拉·克拉特提出的问题立
即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在她看
来，柏林就有很好的土壤来进行
创意和创新，“柏林吸引了很多
的人才，同时提供相应开放的空
间，让他们去进行探索、试验。”

现在，柏林还在扩大潜力，
打造成为下一代创意数字产业

以及创新之都。在谈到智慧城市
时，克拉特表示，智慧城市最重
要的是要去观察社会需求，要跟
当地人民进行交流，探查他们的
真正需求。柏林之所以如此独
特，因为对于年轻人而言，柏林
是一座绿色的城市，拥有创新实
验室集群，“人们在这里可以感
受所有的新事物，可以在这里想
象未来想要怎样的生活。”

让设计周搭台 让本地设计热点和国际连接
跨界创新的跨界创新的““赫尔辛基经验赫尔辛基经验””

2012年，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被评为“设计之都”，赫尔辛基设
计周也是如今北欧最大的设计
节。芬兰赫尔辛基设计周的创办
人兼总裁Kari Korkman，对成都
创意设计周关注已久，这次到成
都也感受到了不同的城市创意
氛围，在他看来，城市设计周可
以作为一个特别的平台，以实现
当地的设计热点和国际连接。

在推进设计产业化方面，赫
尔 辛 基 设 计 周 是 如 何 做 的 ？
Kari Korkman表示，设计周以及
整个行业必须要面向未来，有形
的产品是展出的重点，但现在更

要关注的是系统的设计，以及服
务的设计。如今，赫尔辛基设计
周囊括了科技、艺术、时尚、家
居、城市规划及跨界创新等多个
领域。在Kari Korkman看来，成
都创意设计周也可以做到。“如
何让本地的设计热点和国际进
行连接，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他表示，希望所有的网络都能够
被激活，共同来合作，世界设计
机构也希望和本地的设计热点
进行合作，“希望成都创意设计
周能够成为世界设计组织的活
跃一员。”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李彦琴

日本设计振兴会首席设计官：

好的设计应有共振力

泰国创意经济局创意城市发展部
主任皮蒂帕尼奇

柏林设计周策展人亚历山德拉·
克拉特

芬兰赫尔辛基设计周创办人兼总
裁Kari Korkman

付阿姨来到调度室领回钱包

东圣民居小区，靠近房屋外墙的树木被修剪得只剩树干

上接01版
看点一：时隔11年访希，

引领双边关系再提升
11月10日至12日，习近平主

席将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
中国国家主席时隔11年再次访
希，对中希关系发展具有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这将是一次里程碑意义的
访问。”中国前驻希腊大使罗林
泉说，近年来，中希关系发展势
头良好。今年5月，希腊总统帕夫
洛普洛斯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两
国元首年内实现互访，就是中希
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好体现。

看点二：共倡文明对话，扩
大文化交流互动

习近平主席访问希腊期间，
中希两国领导人还将进行文化
交流互动、共同提倡文明对话。

罗林泉说，作为东西方古
老文明的发源地和传承者，中
希两国可以为应对当今世界面
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提供智慧
和启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专家表示，此次访问将体
现古老的中华文明对古老的希
腊文明的尊重和欣赏，为促进
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
交流互鉴、相互启迪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

看点三：年内二度访欧，丰
富中欧合作内涵

习近平主席访问希腊，是
继今年3月对意大利、摩纳哥、
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又一次欧
洲之行。专家表示，此访以点及
面，体现了中国对欧外交的重
视，将为中欧关系发展和共建

“一带一路”注入新动力。
“希腊既是‘17+1合作’成

员，也是欧盟和欧元区的成员。

希腊的多元身份，使得习主席
此访的意义超出了双边关系的
范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
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说。

看点四：到访巴西，第五次
踏上拉美大陆

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
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举行会
谈，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

这将是一个月内两国元首
再次互动。博索纳罗10月24日
至26日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
问。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表
示，相信此次习近平主席巴西
之行能进一步推动两国间务实
合作，助力中巴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迈上新台阶。

同时，此次巴西之行，也是
习近平主席自2013年以来第五
次踏上拉美大陆。专家表示，近
几年，中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
展，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相信
此次访问将推动“中拉命运共
同体”之船驶入新的航程。

看点五：推动金砖合作，中
方主张值得关注

11月13日至14日，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将在巴
西利亚举行。届时，习近平主席
将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
式，领导人会晤闭门会议、公开会
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金砖国家
工商理事会和新开发银行对话会
等一系列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

崔洪建认为，面对全球经
济下行压力不减，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抬头，越来越多的国家
将目光投向金砖合作，期待提
出更多的“金砖方案”，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为世界繁荣发展
注入正能量。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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