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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情满中秋·喜迎国庆”
大型惠民活动暨“慈善微基金”募捐仪
式在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三元社区举
行。来自三元社区100余名居民一起
动手制作月饼，品尝月饼。现场还对
辖区的低收入家庭、困难群体进行了

不同形式的慰问，活动受益群体达
100%。此次活动由三元社区党委、居
委会主办，成都怡乐夕阳在线老年服务
有限公司承办。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
党工委书记王正东，党工委副书记、办
事处主任罗建，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
主任、武装部部长戴海东等应邀参加。

老龄化社区新实践
“为老服务”创新做法获点赞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三元社区，
辖区居民共有3074户，其中60岁以

上的老人，占到辖区居民的28%，属于
典型的老龄化社区。三元社区党委书
记赵庆英从社区开始筹建就一直在这
里，如今在这里工作已近13年。她介
绍说，“为老服务”是三元社区常抓的
重点工作之一，她一手筹办的“夕阳在
线”志愿服务团队，通过“以老助老”的
方式，吸引低龄老人加入，让需要帮助
的老人过上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目前这个团队已由社区培育孵化为社
区社会企业，成为了社区推进“为老服

务”的重要支撑。这种创新性的做法
也受到辖区居民的极大认可。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2013年起，三元社区成
立了睦邻互助基金，主要用于对困难
群体救助、社区营造等。今年8月，社
区将原睦邻互助基金升级为社区微基
金，成为整个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首
个启动社区微基金的社区。当天活动
现场，辖区的9家爱心企业进行了募
捐。

“我们希望通过社区基金完善社

区服务，积累社区资本，增强社区自身
造血功能，创建社区自救自助的公共
服务体系。”三元社区党委副书记赵海
艳说，当天送给低收入家庭、困难群体
的慰问品，都是用慈善微基金购买的。

打造社区居民真正的“家”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成都正大力推进社区治理，打造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赵
庆英表示，这次活动正是顺应了成都
市社区发展治理趋势。为了破解少数
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积极性不高的难
题，此次活动从前期项目的征集、策
划、到项目流程设计，再到实施，均有
社区居民参与。活动资金由社区发展

治理专项保障资金支持，由社区孵化
的社会企业承办，辖区企业协办。参
与进来社区居民等达1000余人，受益
居民8781人，达到社区居民全覆盖。
赵庆英透露，今年社区还征集了9个
项目活动。以活动为纽带，也将充分
覆盖各个年龄层次，带动居民参与的
积极性。

在社区营造上，今年还提出了“8
个一”示范项目，对社区营造进行整体
提升计划，目前已完成了7个。其中，
项目之一的各自组织logo正在设计阶
段，预计国庆前完成，今后将在社区社
会组织之家展示。届时，整个社区环境
和公共服务供给将有全新的提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百人月饼DIY 慈善惠民暖人心
成都高新区石羊街道三元社区庆双节

我心归处
洛带为安

封面主题周·洛带

2017年4月，成都提出“东
进”战略”，华侨城率先响应，秉
承生态东进、文化东进、文创东
进和生活东进的理念，倾力打造
洛带客家文化旅游生态区。一
年多过去，注入创想基因的洛带
华侨城崭新亮相，将构建起一条
以中国艺库、博客小镇为核心的
文旅产业带，千年客家古镇的文
创基因也将被激活。

“东进”千年古镇
央地联手构筑洛带华侨城

成都实施“东进”战略，标志
着成都延续千年的城市格局将
改变，“两山夹一城”正式迈向

“一山连两翼”。龙泉山肩负全
新的历史使命，将变身为成都的
城市“绿心”，龙泉山脚下的洛带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据龙泉驿区文体广新和旅
游局产业科科长张挺介绍，为深
入挖掘龙泉山生态资源，洛带古
镇、民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旅
游资源，龙泉驿区大力引进华侨
城等品牌突出、特色明显、带动
性强的龙头企业落户入驻，提升
区域文旅产业核心竞争力。
2017年，华侨城集团与龙泉驿区
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计
划投资300亿元，依托洛带古镇
4A级景区，全力打造客家文创
小镇。

华侨城集团一路引领中国
文旅产业跨越发展，切实践行

“文化+旅游+城镇化”的创新战
略，展现了作为“中国新型城镇
化引领者、中国文化产业领跑
者、中国全域旅游示范者”的优
秀企业形象。

率先响应成都“东进”战略，
华侨城落子洛带，为千年客家古
镇开启了腾飞的巨大引擎。洛
带华侨城以客家文化为核心，依
托当地优质的生态资源、鲜明的
地域特色，将朝着中国客家文创
旅游小镇、全国特色小镇示范项
目的目标迈进。

激活客家文创活力
绘就乡村振兴图景

华侨城到来，洛带被注入创
想基因，一条以中国艺库、博客
小镇为核心的文旅产业带在龙
泉山脚下扎根。

占地200亩的中国艺库，以
“客家文创”为主题，携手知名艺
术院校，落地西部青年文创艺术
孵化基地，激活中国文创产业新
生力量。博客小镇则以客家人
五次迁徙为线，勾勒闽南建筑的
典雅、徽派的恢弘、山西的厚重、
川西的雅致、海派的绚丽。其
中，华侨城全面激活闽南土楼博
客楼，创建全国首个全方位展示
客家品质内涵和文化渊源的博
物馆——西部客家文化中心，以
客家文化高地新姿飘飞新彩。

全新洛带华侨城将形成“一
轴一带三廊八片”的空间结构，
围绕中国艺库、博客小镇和洛带
老街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依
托龙泉山自然特色，将开发成都
首个山地自行车生态公园。在

“智创新谷”的定位下，落地中法
先进技术试验地，建立中法文化
中心和法国文创园。结合洛水
湿地公园布局会议会展、商务接
待等产业功能，打造顶级都市会
客厅。

同时，洛带华侨城全面践行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整合生态田
园、旅游度假、乡村创业等产业，
实现原住民的增收创收，让千年
来熠熠生辉的客家文化精神更
加鲜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 王祥龙

首届洛带客家文化节方案公布，
赢得了省内多名客家文化研究专家点
赞。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杨振之认为，“客家文化”正是成
都东进文化要素的集中代表。省社科
院研究员、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陈
世松说，客家文化节就是客家文化的
活态再现。

客家文化研究专家陈世松：
客家文化节是活态的文化再现

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客家研究
中心主任陈世松研究客家文化超过20
年，参加过各类客家文化活动。在他看
来，华侨城“中国客家文旅小镇”的灵魂
就是客家文化，而通过文化节的方式宣
传客家文化，就是活态的再现。

陈世松认为，四川的客家文化用文
化节的形式来承载，相比较其他形式而
言，更为直观、生动，能有效把客家的生
存方式、精神内涵展示出来，是一种活
态的文化再现，对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也具有一种倡导作用。

陈世松说，要把客家文化作为主
导文化，来引领经济、文化发展。首届
洛带客家文化节，也更能激起客家人
的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再讲弘扬、
发展才更为可行。

著名画家邱笑秋：
文化节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香格
里拉彩墨画研究院院长、著名客家画
家邱笑秋的作品中，以客家文化为主

题的不在少数。邱笑秋认为，华侨城
作为名牌央企，落子洛带，充分体现了
对弘扬客家文化的热情，“中国客家文
旅小镇”项目，是客家文化传承、创新
的好载体。

邱笑秋介绍，洛带作为“中国西部
客家第一镇”，附近有20多万客家人
聚居，他们保存了很多客家传统文
化。借助客家文化节，客家文化中的
山歌、擂茶、舞龙甚至是语言，都可以
得到充分展示和宣传，让更多人了解
到客家文化。

旅游文化专家杨振之：
客家文化是一张重要文化名片

“世界的洛带，永远的客家。”多年
后再次回顾主持洛带古镇旅游发展总
规划，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杨振之依然感慨着客家文化于四
川的重要意义，“客家文化是四川一张
重要的文化名片。”

“语言、风俗和民情，这些都是天
然的纽带，让居住在四川的客家人与
全球华人圈联系起来。”当前，成都正
在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世界旅游名
城”，在杨振之看来，“客家文化”正是
成都东进文化要素的集中代表，擦亮

“客家文化”这张名片，正是打造中国
西部文创中心的重要举措。

“客家人有太多文创元素了，比如
餐饮、服饰、手工艺等。”杨振之建议，
成都在“东进”发展中，应当传承好客
家文化，与原住民携手打造客家文化
品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王祥龙 秦怡

街道、社区领导现场观看月饼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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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的 客 家
文化用文化节的
形式来承载，相比
较其他形式而言，
更为直观、生动，
能有效把客家的
生存方式、精神内
涵展示出来，是一
种活态的文化再
现，对传承和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也具有一种倡
导作用。

——省社科院
研究员、四川客家研
究中心主任陈世松

“客家文化”正
是成都东进文化
要素的集中代表，
擦亮“客家文化”
这张名片，正是打
造中国西部文创
中心的重要举措。

——四川大学
旅游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杨振之

首届洛带客家文化节9月30日开幕
张纪中等大咖助阵

华侨城率先响应
成都“东进”
激活千年客家古镇
文创基因

客家文化，
成都东进文化要素的集中代表

9月20日，伴随西博会开
幕，首届洛带客家文化节
活动安排也正式对外公

布。首届洛带文化节将于9月30日
开幕，主题为“我心归处·洛带为安”，
活动贯穿整个国庆黄金周。

首届洛带客家文化节由成都市文
联、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宣传部、龙泉驿
区文体广新和旅游局、华侨城西部投
资有限公司共同主办，龙泉驿区洛带
镇政府、成都洛带华侨城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承办。

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洛带古镇，素
有“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美誉。首届
洛带客家文化节上，除了逛四大会馆
吃遍客家美食外，你还可以坐在客家
围楼里，听张纪中畅谈耕读文化，感受
客家山歌嘹亮、擂茶清香。

洛带古镇作为四川客家人聚居的
典型代表，千百年来丰富多彩的客家
文明在此枝繁叶茂，洛带古镇也以其
独特的客家文化区别于文博馆藏的安
仁古镇与十里八湾的黄龙溪古镇，在
三大古镇中独树一帜。

据悉，首届洛带文化节邀请著名
制片人、监制、演员张纪中等多位重磅
嘉宾莅临。张纪中的作品中，保留有不
少客家文化，开幕式上，张纪中将通过
演讲，浅谈客家文化与影视文化的碰
撞，给予洛带与影视结合的建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田雪皎 王祥龙

四大活动贯穿黄金周
三支知名客家山歌队唱响洛带

张纪中等领衔
客家文化与影视、耕读文化碰撞

洛带风光

华侨城率先响应成都“东进”战
略，牵手洛带，借助已有古镇，把客家
文化与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结合起来，
正在龙泉山脚下打造的洛带客家文化
旅游生态区，构建洛带全域旅游新格
局，也将实现洛带古镇扩容。

千年古镇将焕发新活力，首届洛
带客家文化节也借此启幕。从9月30
日到10月7日，整个国庆期间，“对话
客家，名人讲堂”对话客家主题活动、

“客家情浓，茶舞丹青”擂茶主题活动、
“书香门第，耕读客家”耕读主题活动

和“唱响洛带，客来斯悦”山歌主题活
动精彩纷呈。

“客家情浓，茶舞丹青”擂茶主题
活动包含客家采茶舞、客家擂茶茶艺
等，汉晋时期礼仪将藉此重现。同时，
三支全国有名的客家山歌队伍将在

“唱响洛带，客来斯悦”山歌主题活动
现场献唱。“书香门第，耕读客家”耕读
主题活动分为耕读文化课程与城市联
动两部分，耕读文化课程上，孩子们将
在陈岳叔叔的带领下，身着汉服，吟诵
《弟子规》《诗经》等国学经典。

洛带主题周

洛带舞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