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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西道孔子·
首批四川名人第二届扬雄
高峰论坛在成都郫都区文
化馆举行，来自中国、美国、
日本等地的专家学者相聚
在扬雄故里，围绕扬雄文化
展开研讨。开幕式上，海内
外的藏家将扬雄文献藏品
捐献给郫都区，涉及书画、
文献、藏品等多种类型。

据了解，扬雄字子云，
是西汉辞赋家、思想家，也
是郫都文化历史上一颗璀
璨的明珠，被誉为“西道孔
子、文化宗师”。2017年扬雄
入选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
人。记者从现场获悉，本届
高峰论坛主要开展“探历史
真相、游子云故道、寻文化

脉络、讲子云故事、品子云
文章”等五项子活动，推动
扬雄学术研究、传承普及和
宣传推广等工作有序发展。

此外，郫都区还发布
了扬雄文化主题研学路线，
从望丛祠开始，途经扬雄文
化苑、扬雄绿道、扬雄纪念
馆，使扬雄文化从抽象符
号变得可知、可感、可寻。

郫都区相关负责人透
露：“郫都区将以扬雄墓为
核心建设占地69亩的扬雄
纪念馆，计划纳入2020年政
府投资项目。整体以‘玄’
为步道轮廓，打造汉代风
格 的 文 化 建 筑 聚 落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龚靖杰 刘宇

以扬雄墓为核心
郫都区将建69亩扬雄纪念馆

11月15日至16日，第36届国际大体联
全体会议在意大利都灵举行，该组织的全
部174个国家大体协成员出席会议。在会
议上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成都筹备工作委员会就成都大运会总
体进度情况向国际大体联作了报告。在15
分钟的报告里，成都市从计划进度、组织
构架、总体进度等方面，对成都大运会综
合行政、财务审计、场馆建设及基础设施
提升、大运村建设管理、后勤保障和信息
技术、竞赛组织、开闭幕式、市场开发和活
动策划、外事联络、新闻宣传、志愿者等11
个工作领域进度进行了详细陈述。

开闭幕式主场馆后年4月全面建成

根据报告，成都大运会组委会已正式
成立并召开组委会第一次工作会议，目前
正筹备成立组委会执行委员会。

在场馆建设及基础设施提升方面，目
前正有序推进12个新建场馆建设工作。其
中，开闭幕式主场馆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
主体育场进入3层主体结构施工，将于
2021年4月全面建成；多功能体育馆主体
已封顶，综合小球馆已完成钢结构工程，
游泳跳水馆正在进行基础施工，将于2021
年2月全面建成。

加快推进37个场馆改造提升工作，正
在进行改造方案设计优化，拟于2019年11
月呈送国际大体联及各比赛项目技术主
席审定。基本选定东安湖南侧图书馆用地
实施大运会主媒体中心建设，形成初步概
念设计方案。

大运村22栋单体建筑全部开工

在大运村建设管理方面，确定大运村
选址成都大学并编制大运村规划设计方
案，制定了大运村总体运行计划；大运村
项目的运动员公寓、综合服务大楼等22栋

单体建筑已全部开工。下一步，将对大运
村各建设单体内外流线、内部设计、功能
细化、专业团队组建、宿舍食堂景观改造
等各项方案，推动方案完善。

在竞赛组织方面，根据确定的18个竞
赛项目，编制竞赛工作总体预算和年度预
算，选定竞赛主任，确定竞赛助理；梳理编
制竞赛工作总体计划和重点任务清单；对
击剑、射箭等部分项目的比赛训练场地进
行再次论证和微调，并对田径的竞走和半
程马拉松分项赛场地进行初选。

开闭幕式总导演春节前选出

在开闭幕式筹备方面，已完成那不勒
斯大运会闭幕式“成都时间”接旗仪式文
艺展演活动；草拟完善开闭幕式导演团
队、创意方案和执行团队遴选工作组织实
施方案。12月初启动对总导演以及创意方
案的征集工作，2020年春节前选出总导演
人选和第一版创意方案。

在市场开发和活动策划方面，已在北
京国家体育场（鸟巢）圆满完成市场开发

全球启动发布会，发布成都大运会“3+1”
市场开发计划，宣布首批成都大运会形象
大使，完成首批特许经营生产商征集报
名。下一步，将启动特许经营发布会、全球
啦啦操队选拔赛、大运会火炬传递计划并
执行倒计时活动等。

已完成3000名骨干志愿者招募

在新闻宣传方面，成功实施“来自熊
猫故乡的邀请”成都城市形象海外宣传活
动。启动并完成大运会口号、会徽、吉祥物
全球征集活动，完成官方网站中英西法四
种语言版本上线。下一步，将正式发布口
号、会徽、吉祥物，启动会歌征集。

在志愿者工作方面，拟定了5000名骨
干志愿者、3万名赛会志愿者、50万名城市
志愿者的大运会志愿者规模。完成了二批
共计3000名骨干志愿者招募工作，并精选
专家库师资力量持续开展集中通识培训。
同时，组织骨干志愿者全程参与世警会、
国际马拉松等赛会及其他志愿服务项目，
通过“以战代练”的方式强化实践历练。

在陈述的最后，成都市向全世界
各大运协会发出了诚挚邀请：“希望
大家可以率团在2021年来成都参加
大运会，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做好服
务工作，为国际大体联、为世界大学
生呈现一届青春活力、绿色节约的
大运会！”

听完陈述后，国际大体联主席奥
列格·马迪钦对成都的报告表示了充
分肯定：“成都的报告详尽地说明了
其目前的筹备情况，在如此短暂的筹
备期中，可以做到如此细致的工作，
着实为我们大体联各主办城市做出
了表率。希望各个未来的主办城市，
都可以从成都筹备工作中学习到更
多的成功经验。”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王浩儒 何鹏楠

第36届国际大体联全体会议现场，来自100余个国家大体协的与会嘉宾在“成都展台”前参观、合影、互动，品味专属于成都
的城市文化魅力 大运会成都筹委会办公室供图

大运村22栋单体建筑全部开工
3000名骨干志愿者已招募

2021年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成都筹备工作委员会赴意大利作报告

大体联主席：
成都为各主办城市

做出表率

纪录片《百年巨匠—马识途》成都开机

展现105岁传奇人生
11月16日下午，四川

新华发行集团、百年艺尊
文化传播合作签约暨纪录
片《百年巨匠—马识途》开
机仪式在成都举行。剧组
主创及嘉宾出席开机仪
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纪
录片主角105岁的马识途
也亮相活动现场。

文化部原部长、中国
作协名誉主席王蒙特为《百
年巨匠－马识途》开机送来
了祝贺视频。王蒙表示：“马
识途先生已经105岁了，他
是人瑞，也是人杰，他是人
间的正气，人间的锐气，他
老革命、老作家、老领导、
老大哥，祝贺他生日快乐！
他告诉我要说得、写得、走
得、受得，相信他一定能再
创造新的纪录。”

105岁的马识途也来
到活动现场。他说：“作为
当事人，我向这个节目制
作组的编导及全体工作人
员致以衷心的感谢。把我
列入百年巨匠行列，虽感
到荣幸，但也觉得惭愧。我
走过的这一百年，正是中
国大动荡、大改组、大革命
的时代。这一百年中，我有
失败与成就、失落与希望、

眼泪与欢笑、痛苦与快乐。
相信节目组一定能够从我
百年的生活中，借由一个
小小的侧面，反映这百年
来中国的社会变迁。”

马识途表示，还有一
个多月他就进入106岁了，
自己写有一句诗“若有三
年天假我，百岁党庆或有
缘”，“我会继续乐观地活
下去，看到我们党建党一
百周年的那一天。”

《百年巨匠－马识途》
导演梁碧波表示：“特别高
兴能拍马老，他105岁了，我
们还可以和他聊天，我非常
敬佩他。马老的传奇人生对
我们是非常大的滋养，同时
我也是成都人，能和马老用
四川话交流，很开心。我们
会用专业的态度把纪录片
拍好，不负观众的期望。”

据悉，《百年巨匠》是
中国目前规模最大、人物
最多的人文纪录片，被列
入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张
大千、郭沫若、巴金、吴玉
章、蒋兆和、石鲁、郑诵先、
萧龙友等多位四川名家都
有充分呈现。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摄
影记者 张直

紧接01版 这一重要讲
话，是对林郑月娥领导的
特区政府的强有力支持，
是对广大市民的巨大鼓
舞，是对激进暴乱分子及
其幕后支持势力的严厉警
告，体现了中央坚决反对
和挫败内外势力图谋干
预、搞乱香港的坚定决心。

五个多月来接连不断
的大规模违法暴力行径，
已经将香港推到了极为危
险的境地。特别是最近持
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
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
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
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在全港多区
疯狂打砸纵火、瘫痪道路
交通，破坏列车轨道，向行
进中的列车投掷燃烧弹，
无差别残害普通市民，把
暴力引入校园……香港暴
力违法犯罪分子不断升级
的破坏活动，令广大市民
生活在恐惧之中，人身安全
得不到保障，言论自由等公
民权利被严重剥夺，香港法
治等核心价值受到极大破
坏。倘若暴力不止、法治不
彰，不仅市民生活难有安
宁，香港发展更将寸步难
行。可以说，这已成为一场
维护“一国两制”和破坏

“一国两制”的斗争，已成
为一场维护香港法治和践
踏香港法治的斗争，已成
为一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和摧毁搞乱香港的斗争。

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
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
众的福祉，需要坚强有力
的管治力量，需要所有掌

握公权力的机构快速、果
断地行动起来。5个多月以
来，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
领特区政府恪尽职守，努
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
氛，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
香港警方兢兢业业、无惧
无畏，始终坚守在止暴制
乱的第一线。方此紧迫之
时，香港各界也应进一步
凝聚共识，自觉支持林郑
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
府和特区警队依法打击和
惩治暴力犯罪活动，支持
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司
其职，使所有暴力犯罪分
子受到应有的惩治，彰显
法律的公正与威严。在止
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
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
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
犹豫、徘徊和动摇。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
密相连，中央政府和全国
14亿人民永远是香港战胜
任何风险挑战的最坚强后
盾。中央将继续坚定支持
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
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
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通
过依法制暴维护香港广大
民众福祉，坚定不移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相信在中央坚定不移
的支持下，香港各界众志
成城，迎难而上，集思广
益，一定能够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维护好香港750万
市民的共同家园。

（据新华社）

文明交通
“20路现象”遍地开花
排队乘车引网友点赞

如果你是老成都，肯定听说过“20路
现象”。这个概念源于市民在红星路乘
坐20路公交车时自觉排队、有序乘车的
行为。早在10多年前，“20路现象”就成
为成都的文明典范，引导市民养成良好
的乘车习惯。

如今，20路车站依然保持优良传统，
“20路现象”也在更多车站得到发扬推
广。昨天记者在位于红星路广场南侧的
68路公交车站看到，排队乘车在这里成
为常态，大家排队等待、依次上车，现场
秩序井然，没有一个人插队、加塞。去
年，成都市民在这里排队乘车的短视频
被发到网上，引发了全国网友的热议，
不少人为此点赞，坦言“成都人民直接
给我上了一课！”

除此之外，礼让斑马线也是成都人
的交通好习惯。记者在多个路口走访，发
现汽车在靠近斑马线时，都能做到减速、

停车，让行人先走。哪怕只有一个人过
街，旁边的汽车也会耐心等候，绝不抢
行。“礼让斑马线是城市文明进步的表
现，适当的时候踩脚刹车，对自己、对行
人都是一种保护。”一位驾驶员说。

文明旅游
加强宣传引导

让文明成为最美风景线

说到耍，成都的景点数不胜数，武侯
祠、杜甫草堂、宽窄巷子、都江堰、青城山
……一连串知名景点吸引着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当然，好的景点需要文明守
护，人的素质跟不上，再美的风景也会黯
然失色。

昨天，记者在宽窄巷子走访时，发现
这里虽然游客如织，但环境整洁，地面上
几乎看不到一个烟头或纸屑，游客在参
观游览时秩序井然，拍照留念都依次进
行，没有你争我抢。记者注意到，不少游
客养成了自备垃圾袋的习惯，他们把旅
行垃圾随身携带，走出景区后再扔进垃
圾桶。除此之外，整个景区有很多文明旅

游的宣传标语，还有热情的志愿者给游
客提供咨询、指引等服务……其实，这是
成都很多景区的常态，文明旅游理念如
今已蔚然成风，感染着每一位游客。

除了宣传引导外，成都市在推进文
明旅游上还拿出了不少实打实的举措：
相关职能部门建立了游客不文明信息通
报机制，明确列管时限、列管范围、工作
流程、惩戒方式等标准；各区（市）县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
工作机制，指定专人负责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管理工作，同时通过各种媒体，
加强宣传，号召广大市民和游客文明出
游……这一切，都为成都营造了良好的
旅游环境。

文明餐桌
倡导绿色生活

让文明用餐理念深入人心

作为全球知名的美食之都，各种各
样的美食是成都招人爱的原因之一。成
都人吃得精致，吃得讲究，更吃得文明。
近年来，成都在全市广泛开展“文明餐

桌行动”，通过各种方式倡导绿色生活、
反对铺张浪费，引导公众形成文明用餐
习惯。

昨天，记者随机走访了一些餐馆，发
现无论大饭店还是小餐馆，里面都张贴
了各种各样的文明餐桌宣传海报，从墙
面到餐桌，各种文明用餐、反对浪费的公
益广告向市民传播着绿色生活的理念。
在红星路一家餐馆里，一对夫妇刚刚吃
完，盘子里的回锅肉还剩一大半，结账
时，他们叫服务员拿来两个饭盒，把剩下
的菜全部打包带走，“吃饭打包是勤俭节
约的表现，很正常，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位女士说。一位餐馆老板告诉记者，现
在顾客打包剩菜是很常见的事情，作为
经营者他们也十分支持。

据了解，为了普及文明用餐的理念，
近年来相关部门通过宣传片、公益广告
等多种方式，倡导节约粮食、“不剩饭不
剩菜”和吃不完打包。每逢重要节日，还
会在宾馆、饭店、餐馆、农家乐等场所，组
织开展文明餐桌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文
明倡议、文明提醒、文明劝导等方式，让
文明用餐的理念深入人心。

成都日报记者 杨甦 摄影 李冬

城市为人而生，因人而
美。人的行为是否文明，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的形象
和品位。

近年来，伴随着精神文明
建设的不断深入，文明理念在
成都已经植根人心。乘公交车
时自觉排队、斑马线前礼让行
人、旅游观光文明有序、吃饭打
包杜绝浪费……这些文明细节
已经融入市民的生活常态，在
潜移默化中，引导城市走向更
美好的明天。

文明在哪里？文明就在举
手投足间。今天记者带你走进
大街小巷，看成都人如何在细
节之处，绽放文明之花。

文明力量 让城市更美好

斑马线前，车辆礼让行人

马识途亮相开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