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枝繁才能叶茂，参天大树
之所以能够繁茂，是源于肥沃
土地的滋养，“优质生活的创想
家”是华侨城自1985年从深圳
湾畔诞生时就明确的发展理
念。30多年来，这不仅仅是一
句口号，更是已经内化成华侨
城的基因。

溯本求源，从华侨城多
元产业的品牌定位和战略归
位中，不难看出这家以文旅
产业为主营业务的责任央

企，用创新、高品质、共享、责
任等理念驱动发展，在推动
国民经济发展，提升民众美
好生活品质等方面的努力和
成效。

自 2014 年入渝以来，华
侨城就一直致力于为山城创
想优质生活，分享优雅生活，
无论是文化内涵不断挖掘、
旅游产品推陈出新，还是服
务品质提升、多元文化传递
等诸多方面，华侨城不创更

新人居标准。
如今，占据“半壁礼嘉”的

重庆华侨城，拟建以欢乐谷、
玛雅海滩水公园、运动生活公
园、生态亲子公园、天澜美墅
江湾雕塑公园和滨江休闲带
为核心的主题公园群落。其
中欢乐谷和玛雅海滩水公园
已经开园一周年，天际湾学府
高层一期、天澜美墅环江纯墅
区一期以及华悦中心风情商
业等品质制作也先后落地并

完成交付，同时伴随两江巴蜀
中学的正式开学，华侨城以优
质的教育资源为美好生活持
续加码，一幅“三公里嘉陵江
湾生活”蓝图，已在华侨城逐
渐实现。

在华侨城这座美好之“城”
里，欢乐与娱乐共享、休闲与生
态与共、教育与人文并存、商业
与旅游共荣、演出与主题艺术
展不断，有人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一切创想。

华侨城“侨粉节”

品质样本
不断更迭的美好需求

反观重庆华侨城4年来的城市运营服务上，
在“优质生活的创想家”的理念指导下，华侨城充
分全面整合品牌价值，不断制造城市文化热点、
满足市民文旅需求，不仅包括满足居者衣食住行
等基本物质需求外，也包括文化、旅游、生态、教
育等改善性需求，为城市打造优质生活样本，让
华侨城品牌深入人心。

入渝以来，华侨城以品质的匠心、以文化
的优雅，将“优质生活创想家”的理念，不仅融
入文化基因，更是运用到华侨城的建筑，将建
筑美学融汇于生活艺术，以文化艺术为建筑添
彩，项目内设置全界艺术中心、MINI剧院等场
地，全年不间断地为“侨民”带来缤纷多彩的文
艺体验。

从轻轨学府高层天际湾到岚溪云墅，从天澜
美墅再到嘉陵江天，华侨城将自己置身于这座城
市，融于这座城市，不断以高品质产业水准及服
务，紧跟城市的发展速度绘制出一幅不断提升人
居高度的美好生活居住线，与城市菁英人群分享
最优雅的生活。

华侨城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艺术的建筑，更
有文化的生活；华侨城所建设的，不仅仅是优美
的社区，更有人文的城区。

消息》》

近期，华侨城倾力打造
的“繁华都市开心地”重庆欢
乐谷迎来了周岁生日，同时
伴随正在进行的 2018 华侨
城文化旅游节，重庆华侨城
地产联合重庆欢乐谷共同推
出“侨粉节”，以精彩纷呈的
活动，持续发酵着的欢乐故
事，让欢乐能量在这个 11月
席卷山城。

11月2日到4日，“欢乐谷
治愈计划，欢动山城”第一波活
动正式启动，3天时间里，华侨
城向全城人民免费派送出近万
张免费欢乐谷门票，“欢乐”、

“治愈”这两个关键词成为山城
人民的朋友圈和社交圈的高频

热词。11 月 5 日到 11 月 30
日，“欢乐谷治愈计划，欢动山
城”第二波超大型免费欢乐门
票领取活动也已开始，华侨城、
恒大、万科、金科、龙湖等业主，
可享邻居专属特权，免费领取
欢乐谷门票。

同时，“侨粉节”期间，重
庆华侨城地产联合重庆欢乐
谷在推出“天黑请进谷”活动，
首次打通欢乐谷及玛雅海滩
水公园，让游客在两大公园开
启捣鬼狂欢，恐怖与欢乐升
级，受到了无数游客的青睐与
欢迎；“永续嘉陵江，创想少年
梦”华侨城首届少儿公益绘画
大赛颁奖典礼暨作品开展仪

式成功举办，共有360幅优秀
作品产生，52129名微信用户
共产生75192票，浏览量达到
232435次，引发广泛关注，让
孩子们的才华得到了展示和
肯定；重庆华侨城特别支持的
第七届重庆演出季也在此期
间展开，各种剧目精彩纷呈、
轮番上演，华侨城还不定期在

“重庆华侨城”微信官方平台
派发重量级剧目的免费门票
福利。

整个11月，重庆华侨城为
重庆市民送来无数的惊喜，用
欢乐“治愈”了一大波幸运的山
城人民。作为华侨城33周年
暨华侨城首届旅游文化节的重

要组成部分，重庆“侨粉节”不
仅引燃重庆的欢乐气场，更是
引爆了网络话题，系列活动精

彩不断，参与人数节节攀升，华
侨城凭借特立独行的系列文化
艺术活动圈粉无数。

舞动山城 一大波欢乐能量来袭

解读》》

另辟蹊径 一座城市的共享狂欢
“欢乐谷治愈计划 欢动

山城”活动自上线以来，吸引了
众多重庆市民参与华侨城线上
抽奖小游戏和邻居专属免费领
票特权，华侨城通过趣味而富
有想象的方式，与人们展开互
动，深挖重庆华侨城文化大IP
的内涵。

现代城市生活节奏日益

加快，在快生活的背后，藏着
无数人的辛苦和努力，但无论
生活如何，前进的路上都离不
开欢乐的生活态度。或许你
是被加班挡住了健身计划的

“加班狗”；或许你是每天早起
后都怀疑人生，丧气满满的

“起床气患者”；或许你是快乐
的“死宅族”。无论是你哪一

种，华侨城通通包容，给你一
个机会去欢乐、去释放、去“治
愈”不开心，忘却生活烦恼，享
受美好时光。

无论是关注菁英派大玩
咖，新青年大玩咖，还是小学霸
大玩咖，华侨城人文关怀的背
后，是对城市人群生活状态的
关注。据了解，“欢乐谷治愈计

划，欢动山城”活动，是从生活
中最细小的触觉出发，意在为
生活在当下社会中容易有各种
不开心或者渴望寻找更多乐趣
的山城人民带来欢乐、带来活
力，给大家一个释放的机会、治
愈大家生活的烦忧。

从关心人到关心人的需
求，华侨城总是快人一步。

华侨城作为一个本着提升
人们生活品质、改变人们生活
方式的、有情怀的城市理想主
义者;和一位把社会、自然、文
化与责任放置在前面的、有体
温的公民，历来都在营造社会
公共文化空间、传承中国传统
文化和世界文艺风尚方面不遗
余力。

“华侨城可能是重庆市场
上最不‘正经’的开发商了，几
乎没有大张旗鼓地讲过自己的
产品和项目，而是不断与文化、
艺术等资源结缘，也只有华侨
城等为数不多的企业，能将地
产和艺术结合得相得益彰。”有
业内人士评价道。

从世界知名艺术邮票珍藏
展、漫画大师丰子恺艺术展、

“解忧杂货店”话剧重庆首演等
文化盛宴，到冠名重庆演出季、

“重庆老地图珍藏展”等活动，
再到重庆华侨城首届少儿绘画
大赛、“天黑请进谷”万圣欢乐
节活动、“欢乐谷治愈计划，欢

动山城”等“侨粉节”活动，华侨
城以持续不断的文化营销，打
造城市文化品牌，提高城市文
化品位，为城市累积无形资产，
更是提升了重庆市民对华侨城
这一品牌的认知与认可，不断
提升公共文化生活水平。

与其他房企不同，文化艺术部
分或许只是作为开胃菜或者甜品
存在；而在华侨城，人文与艺术则
成了一道美味的主食，这和华侨
城本身的定位密不可分。

从场景营销到场景布局，从
静态展览到动态演出、从儿童成
长到对都市人的关怀、从华侨城
业主特权到邻居专属特权开放，

重庆华侨城持续带给生活更多
的惊喜与尊重，正如“欢乐谷治
愈计划，欢动山城”的初衷一样，
通过对人们需求的不断深挖，用
欢乐元素致敬这座城市的同时，
也阐述了重庆华侨城致力美好
生活的愿景。

在华侨城看来，文化是建
筑的传承，更是一座城的灵魂，
书写着辉煌的历史，也传承了
人类的文明。在塑造城市品质
的历史进程中，只有文化才是
不朽的流传，写着一座城的诗，
陪伴着一座城的远方。

2018年，重庆华侨城带来一
股又一股的文化创想风暴——
以文化与艺术沁润一座城，华侨
城在人文艺术传播上开创了属于
自己的文化符号。华侨城少儿公益绘画大赛

欢乐谷游玩示意图

纵深》》

场景塑造 掀文化创想新风潮

升级》》

创想不断 点亮品质人居生活

链接》》

欢乐谷门票持续大派送
即日起至11月30日，华侨城第二波超

大型免费欢乐门票领取活动“欢乐谷治愈
计划，欢动山城”仍在继续开始，只要你是
华侨城、恒大、万科、金科、香港置地、东原、
龙湖、棕榈泉、旭辉、鲁能、融创、华宇的业
主，持上述品牌购房合同或房产证，在11月
30 日前 9：00—18：00 前往华侨城嘉陵江天
云顶营销中心或华侨城天澜美墅营销中
心，现场经工作人员录入系统并核实，就能
获得免费欢乐谷门票，每个购房合同或房
产证指定兑换2张欢乐谷门票。

除了少儿公益绘画大赛，“欢乐谷治愈
计划，欢动山城”等活动，“侨粉节”期间，华
侨城还将推出更多更精彩的活动。

延伸》》

欢乐谷治愈计划之欢乐谷门票免费兑换现场

方媛 图片由重庆华侨城提供

以“欢乐在一起”为主题的“华侨
城文化旅游节”在10月、11月覆盖近
50座城市，这场全球首个由一家企业
举办的历时最长、活动最多、覆盖面
最广、类型最丰富的旅游节庆活动，
通过开展近200个形式多样的活动，
为全国人民带来一场跨时间、跨空
间、跨业态的全景生态旅游节庆活
动，重新定位了旅游节庆活动的内
涵。华侨城充分利用自身深耕文旅产
业30余年的优势与经验，对区域内的
资源进行全面整合提升，实现了从单
一到混合形式的演变，通过文化内涵
赋予与文化再造展现文旅魅力，不仅
为人们奉上一场欢乐盛宴，更是极大
的推动文旅融合及全域文旅发展。

事实上，近期受到广泛媒体关注
和市民热议的“欢乐谷治愈计划 欢
动山城”活动也是华侨城文化旅游节
重庆站落地的一部分。从今年10月
开始，重庆华侨城结合文化旅游节推
出由重庆华侨城特别支持的第七届
重庆演出季、重庆华侨城首届少儿绘
画大赛、“天黑请进谷”欢乐节活动、

“欢乐谷治愈计划 欢动山城”等一
系列“侨粉节”活动，以文化为内涵，
以旅游为载体，通过多形式、多活动、
多内涵、广覆盖的文化创想，为重庆
带来首个由一家企业举办轰动全市
的大型文旅系列活动，在为重庆带来
新的文化养分的同时也让华侨城文
化IP根植重庆，进一步提升重庆文旅
产业发展新高度。

华侨城 以创想力量 激荡山城欢乐能量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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