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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上接01版）
习近平对中央电视台农业

农村频道正式开播表示热烈的
祝贺。希望他们深入宣传党中
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
和工作部署，深入宣传农业农
村农民在新时代的新气象新面
貌，在全社会营造关注农业、关
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我国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实现乡村
振兴作出贡献。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
复，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
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
节”，这是我国在国家层面为农
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中央电
视台农业农村频道是我国首个
面向“三农”的国家级全媒体频
道，以深入宣传乡村振兴、脱贫
攻坚和建设美丽中国等为重
点，9月23日正式开播，每日播
出18小时。

9月23日下午，由成都市委社
治委指导，成都经开区工委社
治委、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联合主办，洛带镇、华西社区传媒承办的
“我和我的祖国”经典歌曲合唱大赛决赛
在龙泉驿区洛带镇举行。作为“70年·
封面行”大型策划重要活动之一，在国庆
来临之际，来自成都各区（市）县的优秀
合唱队伍唱响经典歌曲，喜迎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合唱精彩纷呈
唱响时代强音

比赛正式开始前，来自洛带镇的传
统舞龙节目吸引了观众的目光，群众舞
动幸福生活，更添喜庆氛围。一首《光荣
与梦想》拉开了合唱大赛决赛序幕，随
后，《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共圆
中国梦》等歌曲合唱，赢得了观众热烈掌
声。经过激烈角逐，由武侯区红牌楼街
道阳光艺术团带来的《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夺得冠军，高新区石羊街道府城社区
艺术团带来的《龙的传人》、龙泉驿区洛
带镇艺术团带来的《闪光的记忆》分获第
二名、第三名。

阳光艺术团团长孟盛林告诉记者：
“我们队伍中有4位70岁老人，见证了
新中国70年的辉煌历程，我们希望用歌
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唱歌也让我们的
身体更健康，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
光！”

共话社区治理
共享发展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不断提升，与社区发展治理工
作的持续推进分不开。决赛当天，来自成
都各社区的书记代表、居民代表就如何推
动社区发展治理发表了各自的见解。洛
带镇宝胜村书记何旭认为：“社区发展治
理首先要坚持党建引领，围绕党的指导方
针开展工作；其次要坚持产业发展，把经
济环境营造好；第三是要服务民生，解决
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切切实实想群众

之所想，办民生实事。”柏合镇东华村书记
雷文生表示：“社区工作要解决‘纵向不到
底、横向不到边’的问题，首先要坚持党的
领导，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还要有
众筹思维，发动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居民
共同参与；另外，还要坚持问题导向，关注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作为社区共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
会组织代表爱心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理事长周亚平在活动中分享道：“我们从
社工专业的角度，找到居民需求，制定解
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指
数。”

社区治理做得好不好？居民最有

发言权。居民代表刘菊芬就感慨道：
“近年来的老旧院落改造让我们受益
匪浅，居住环境改善了，我们居民真是
幸福感满满！”

激发文化活力
建设人文名镇

此次决赛的举办地洛带镇，是一个
历史和现实交相辉映，文化与山水相伴
相生的山水古镇。洛带镇党委书记雍峰
表示，经典歌曲合唱大赛决赛在洛带镇
举办，既是对洛带建设客家文化名镇、人
文旅游重镇、公园城市美镇和山水秀美、
人文圣美、城镇富美、社区和美、队伍净
美“五美”建设的有力支持，也是洛带镇
居民对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美好祝
愿。“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
强。经典歌曲合唱大赛将进一步激发文
化活力，为市委‘三城三都’和经开区委

‘一区一城’建设贡献文化力量。”
作为决赛的主办方之一，成都经开

区工委社治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天的
经开区已成为具有 200万整车产能、
2000亿汽车产值的新型汽车城，未来
的经开区，作为成都‘东进’排头兵、成
渝相向发展桥头堡，将推进经开区—简
州新城高质量协同发展，加快推动‘经
济大区’向‘经济强区’、‘工业城市’向

‘公园城市’、‘小康生活’向‘美好生活’
迈进，高质量建设‘先进汽车智造区、美
好生活品质城’。”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摄影 高昊焜

在李作民看来，很多从事文化创意行业的
人容易走入一个误区，老想向别人展示自己有
文化。殊不知正途应是利用观众对一件事情的
熟悉，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文化。

2019西三角品牌大会 大型主题活动特别报道

成都博物馆协会副会长李作民：

博物馆品牌如何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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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而博物馆则是感知城市
灵魂的窗户。

放眼全国的博物馆，故宫的网红
指数可谓“一枝独秀”。靠着“耍酷卖
萌”的表情包和丰富的文创产品，已经
600岁的故宫俨然全国最大的文创
IP品牌，也带起了一股“博物馆+文
创”开发的风潮。

聚焦品牌塑造，由封面新闻主办
的“2019西三角品牌大会”将于10月
15日举行。如何打造博物馆品牌？
博物馆文创产品又该如何突围？就
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
成都博物馆协会副会长、四川二十一
世纪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李
作民。他认为，博物馆品牌的塑造，关
键是要让自己成为主流。

解析文化大品牌
故宫文创走红之路难复制

过去一说起故宫博物院，大家最
先想到的是拥有600年历史的古老建
筑和精美文物；现在，年轻人对它的印
象，则更多是胶带、行李牌、口红等爆
款文创周边。

如今，博物馆文创周边已不再是
什么新鲜事，但最早引起大家关注并
掀起博物馆周边热潮的，其实是台北
故宫博物院的“朕知道了”胶带。

李作民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文
创胶带之所以能走红，一方面因为台
北故宫博物院本身具有足够大的影响
力。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专业化、市场
化运作吸引众多优秀的人前来竞争。

“这样做的好处是，市场会自动筛选好
坏，优胜劣汰；其次，可以真正吸引到
一流的人才来做这件事。”

北京故宫也是一样，名字就是一
个“超级IP”；同时，通过线上进行销
售，也更加契合年轻人的消费场景。

“文化品牌与商品品牌最大的不
同之处在于，它本身所承载的文化内
涵，进一步来说就是传统及千百年的
历史积淀。”李作民认为，品牌培育是
一个长期过程，故宫文创的走红难以
复制；其他博物馆应该结合自身特色，
寻找品牌打造的突破点。

打造博物馆品牌
要先让自己成为主流

博物馆品牌打造从何突破？李作
民认为，关键是要让自己成为主流。

他以成都博物馆举例。2016年6
月，成都博物馆新馆开馆，首个特展为
首次公开的张大千作品。同年年底又
推出“丝路之魂”文物特展，3个月观
展人数突破100万人次。随后的俄罗
斯帝国夏宫展、法国当代绘画艺术展，
观展人数均超过50万人次。

短短几年时间，成都博物馆成为
了一种现象级存在，让逛博物馆成为
一种主流生活方式，也将自身打造成

了一张成都文化名片。
“以前大家做营销，老喜欢讲差异

化。总是追求差异化，最终也还是沦
为同质化的一员。”李作民说，人们总
是本能地偏爱自己熟悉的东西，而对
陌生事物保持警惕。成都博物馆通过
输出张大千、丝绸之路等大家熟悉的
内容，营造亲切感，让大家有兴趣去
看。

在他看来，很多从事文化创意行
业的人容易走入一个误区，老想向别
人展示自己有文化。殊不知正途应是

利用观众对一件事情的熟悉，让他们
觉得自己有文化。

而一个好的品牌，除了带来熟悉
感，还有随之而来的陌生感。

例如，成都博物馆的展览摒弃了
“就文物讲文物”的传统叙事逻辑，通
过还原历史场景，以故事化叙事让大
家了解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物背后的历
史。“陌生感其实就是惊喜，能够颠覆
大家的一贯认知，带来新的东西。”李
作民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唱响新时代 礼赞新中国
“我和我的祖国”经典歌曲合唱大赛决赛23日在洛带镇举行

武侯区红牌楼街道阳光艺术团演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成都博物馆丝路之魂展览。图据成都博物馆公众号

李作民 成都博物馆丝路之魂展览。图据成都博物馆公众号

第三届西博会进出口展
暨国际投资大会闭幕

四川签约总额

6166.25亿元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
记者 唐泽文 本报记者 杨尚
智）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会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西部
（四川）国际投资大会9月23日
在成都闭幕。本次大会签约总
金额达6166.25亿元。五大支
柱产业成为签约热点，占投资
总额的38.92%。

会议期间，55个国家（地
区）的2万余名中外嘉宾客商
参会参展。西部 12 省（区、
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东
部部分省份组团参展参会。

大会搭建多个涉外交流洽
谈平台：第十届中国（四川）-
南亚、东南亚国家工商领袖峰
会，以“深化南向合作，促进贸
易投资”为主题，邀请来自南亚
和东南亚地区的16个国家（地
区）的180余名工商领袖、政府
代表，与四川商界代表就扩大
产能合作深入对话洽谈；2019
中阿经贸文化交流峰会，来自
阿联酋的政商代表团，以及32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位海外
侨商、华文媒体代表围绕“全域
开放新机遇、中阿互鉴新局面”
主题，深入探讨中阿合作的新
路径……

大会的展会部分则紧盯市
场化需求，提升展会专业化水
平，以“展中展”模式突出我省

“5+1”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成果
和前沿动态，并围绕消费升级、
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等方面，促
进资源对接。

大会展览面积超过8万平
方米，1500余家企业参展（其
中境外参展企业236家），8.5
万人次观众现场观展。

此外，大会还重点做好与
展览展示配套的采供对接洽谈
及专业论坛——超过1500名
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
1.1万名专业观众到场参会。

活动期间，大会还举办了
系列投资促进活动，全面展示
四川良好的发展机遇：围绕我
省“5+1”现代产业体系，有针
对性地邀请“三类 500强”企
业、行业龙头企业、知名商协会
等，参加先进材料产业推介会、
意大利投资与产业合作座谈
会、四川省县域经济推介会等
投资促进活动；省内市（州）举
办各具特点的专题投资推介活
动，邀请境内外重要嘉宾赴各
市（州）、园区进行实地考察，达
成了一批新的投资合作意向。

本届国际投资大会期间，
四川与国内外投资者共签订合
作 项 目 489 个 ，投 资 总 额
6166.25亿元。其中，国内省外
投资项目 454 个，总投资额
5548.89亿元；国（境）外投资项
目 35 个，总投资额 617.36 亿
元；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
饮料、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等五
大支柱产业签约项目206个，
投资总额2400.1亿元，占签约
投资总额的38.92%。

●55 个国家（地区）
的2万余名中外嘉宾客商
参会参展

●展览面积超8万平
方米，1500余家企业参展，
8.5万人次观众观展

●五大支柱产业成签
约热点，签约项目206个，
投资总额240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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