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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1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轨道集团获悉，重庆轨道交通5A线和5号线北延伸段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发布：轨道交通5A线富华
路-跳磴南设19座站，5号线北延伸段悦港北路-园博中心共
设7座地下车站。

轨道交通5A线富华路-跳磴南，全长28.96公里，起于富
华路站，经过歇台子、杨家坪、黄桷坪，从李家沱长江复线桥跨
越长江进入李家沱片区，通过白居寺大桥跨越长江，进入大渡
口区，经过白居寺、伏牛溪至跳磴，终于跳磴南站。全线设车站
19座，其中高架站7座，地下站12座。

轨道交通5号线北延伸段悦港北路-园博中心，全长8.95
公里，均为地下线，共设玉河沟站、甘悦大道站、鲁家沟站、中央
公园西站、椿萱大道站、悦港大道站和悦港北路站7座地下车
站。线路为南北走向，起点位于悦港大道与秋成大道交叉路口
北侧，由北至南分别与悦港大道、椿萱大道、同茂大道、腾芳大
道、甘悦大道相交，在秋成大道道路终点后转向西南方向进入
云竹路，与5号线一期园博中心站接轨。列车采用地铁制式
As型车，初期、近期、远期均分别采用6辆、6辆和7辆编组。
运营时间早上从6∶00开始运营，晚上24∶00结束运营，全天共
计运营18小时。该线路与10号线在中央公园西站、14号线悦
港大道及5号线一期园博中心站换乘。

据介绍，公众可对这两条线路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工作，提
出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在今年11月15日起的10个工作日内，
向建设单位或评价单位进行反映。

重庆轨道交通5A线和5号线北延伸段

分设 19 座和 7 座车站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一位位模特身着
充满创意的服饰诠释设计的美妙……11月
18日晚，2018重庆国际创意周“创意之
夜”在巴南区华熙LIVE国际影城举行。
重庆著名青年设计师丁又乔的原创品牌

“乔”作为“创意之夜”的开场节目，用“玫
瑰”等系列作品吸引了现场观众的眼球。

至此，为期7天的2018重庆国际创
意周正式落幕。本次创意盛会为业界知
名人士提供了思想碰撞的舞台，让相关从
业者和市民感受到了创意的无限美妙。

感受创意碰撞的精彩绝伦

“有人说做设计应该着眼于未来，请
问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设计从业者要与时俱进，研究并学
会运用新的材料和技术。设计的未来取
决于设计师的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

11月18日中午，2018重庆国际创意
周“明天的设计”产品设计论坛在观众和
毕加索设计合伙人、西班牙著名建筑师大
卫·毕加索的一问一答中落幕。这是本次
创意周举办的最后一场论坛。

11月12日至18日，由重庆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指导，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重庆日
报、重庆市创意设计家协会、重庆华熙国
信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
2018重庆国际创意周成功举办。

本次创意周包含室内设计、城市建
筑、产品设计等8大板块内容，涵盖第二
十八届室内设计（重庆）年会暨设计艺术
展、龙玺华文创意大展、独立音乐季等11
项大型活动类别。创意周期间，室内设
计、品牌创意、城市建筑等6大类别专业论
坛，汇聚来自全球文化创意行业的知名人
士，现场分享个人的行业经验，探索城市全
新商业价值，共话城市文化产业发展。

2018龙玺全球华文广告大奖和龙玺
西部杰青赛的评选是本次创意周的重头
戏。今年，龙玺奖时隔13年再次来到重
庆，奖项在“创意之夜”揭晓。龙玺奖创始
人之一、亚太广告节主席林俊明表示，希
望龙玺奖还能有机会来到重庆。

嘉宾为重庆发展贡献智慧

“创业失败后，我一度迷茫，我很珍惜
创意周的学习机会。”李星2014年毕业于
四川美术学院，她聆听了产品设计论坛和

“策略与行动·重庆与国际城市”建筑论

坛，多位业界知名人士的创意汇聚一堂，
启发她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创意水平。

参会嘉宾普遍表示，2018重庆国际
创意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嘉宾们对重庆
城市发展的真诚建议也值得深思。

“我来重庆参与过多次活动，这里的
美食美景令我着迷。”大卫·毕加索表示，
重庆是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他建议，之
后举办创意周，可以为中外嘉宾提供更
多、更深入的交流机会，为观众提供更多
的提问机会。

大卫·毕加索也对重庆城市规划建设
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有关部门在进行城
市规划时，可考虑注重人行道建设、在楼
宇间留出更多的公共空间。重庆高楼林
立的繁荣都市景象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建筑学院教授罗杰·谢尔曼留下深刻印
象，他说，重庆可在注重细微处做文章，打
造更加人性化的居住社区，让市民的生活
更加美好。

中国首座戛纳创意节设计类金狮奖
得主、2018龙玺全球华文广告大奖终极

评审熊超表示，本次创意周内容丰富，比
如“龙玺创意奖经典回顾展”收集了历年
龙玺奖获奖及参赛优秀作品进行展览。
他认为，创意周会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其
中，感受创意的乐趣和美妙。

“重庆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城市，这座
城市的音乐文化值得深入挖掘，打造属于
重庆的音乐品牌。”东阳飞跃娱乐文化有
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常务理
事田京泉说。

几里设计创始合伙人齐帆是重庆
人。他表示，在提升城市人文品质的过程
中，不能丢掉独特的人文气息。十二时慢
创始人曾强表示，创意周为设计行业从业
者打造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对设计行业发
展有促进意义，也在潜移默化间增添了城
市的活力。

向世界展示重庆无限魅力

“创意之夜”当晚，重报大数据研究
院、重庆市创意设计家协会联合发布
《2018重庆创意指数白皮书》。《白皮书》

通过对重庆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横
向对比，找到重庆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发展
差距；通过对重庆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
行纵向对比，明晰了重庆文化产业发展现
状，对掌握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动态具有
积极意义。

中国商务广告协会会长李西沙在“创
意之夜”致辞时表示，他几乎每个月都要
来一次重庆，这座城市魅力无穷，办创意
周责无旁贷，可以影响全国的相关从业者
以及普通市民。他希望重庆国际创意周
继续开展。

“城市未来的竞争应该是文化的竞
争，也是创意的竞争。”重庆市文联副主席
杨矿表示，重庆是一座充满魅力、活力的
城市。“创意周这一平台对整合重庆的创
意产业资源具有积极意义。”

巴南区文化委主任郑丽娟表示，创意
周有助于吸引文化产业企业到巴南投资，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有助于
加强外界对巴南的了解，提升巴南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为期7天的2018重庆国际创意周圆满落幕

世界创意力量让重庆更具活力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1月18日，
由悦来投资集团主办的悦来公共艺术展“符
号、象征与实在——艺术栖身青山绿水之间”
在重庆悦来滨江路开幕。10位国内极具影
响力的当代艺术家在悦来结合当地环境、文
化进行了跨界公共艺术创作，形成了10件
艺术作品。此次活动，是重庆首次举行大型
公共艺术展，也是建设“文艺悦来”的起点。

据了解，公共艺术是指在公共开放空间
中创作与环境相适应的艺术作品。其强调
艺术作品和公众之间的交互，融入当地文
化，让人身临其境体会艺术的创造力。

此次公共艺术展由著名雕塑家、中央美
术学院教授隋建国策展，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孙振华担任学术主持，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俞
可担任展览规划，共邀请了丁乙、谷文达、刘

韡、庞茂琨、宋冬、汪建伟、向京、岳敏君、尹
秀珍、张大力10位极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
家，在重庆悦来结合当地环境、文化进行跨
界公共艺术创作。

《【重庆】碑林柒系-c》《山房》《重庆悦
来中轴线计划》《永恒之爱》《地理的意志》
《微观世界》《寂静成型》《重庆思想者》《尾
喉》《感官世界》……10位艺术家根据自己

特有的艺术理念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创作出
雕塑、装置作品等多元的公共艺术作品。

据悉，这10件公共艺术作品，将永久放
置在国博中心及周边环境中，成为建设文艺
悦来的一部分。未来，悦来还将打造10公
里滨江艺术长廊，并持续进行公共艺术计
划、新媒体艺术计划、悦来诗歌艺术计划等，
以建设“文艺悦来”。

10位艺术家结合当地环境、文化进行跨界创作

重庆首次公共艺术展在悦来开幕

丘陵起伏、江水蜿蜒。悦来，曾是嘉陵
江流域的重要水路驿站。随着时代的发展，
悦来不仅成为全国首批16个海绵城市试点
地区之一，还将建成“悦来五城”（生态城、海
绵城、会展城、智慧城、文艺城）。

无疑，文艺城是悦来的血脉和基因。
11月18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公共艺术展在
悦来揭幕，10位艺术家为这座新兴城市增
添了来自艺术的生机，也拉开了悦来建设

“文艺城”的大幕。

悦来站在新的发展起点

沿嘉陵江自北向南展开，18.67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坐拥山地、森林、水域等原生态
资源……位于两江新区核心腹地的悦来新
城，有着婉约别致的山水之美。

从建城之初，悦来便以国际化大城的定
位来规划。“悦来要建五个城。其中，生态城
是悦来的骨架，海绵城是悦来的肌肉和肌
肤，智慧城是悦来的大脑，会展城是悦来的
四肢，文艺城则是悦来的血脉和基因。”在
11月17日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重庆悦来
投资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

滨江艺术空间、国博中心、园博园、中央
公园……8年的时间过去，悦来成为一扇重
庆面向世界的窗口，承载着国际商务、会议
展览、文化创意、生态宜居和休闲游憩等核
心功能。

“一座城市真正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
它的性格。因此，我们开启了新的征程。”该
负责人介绍，基于为悦来新城注入血脉、架
构基因、培育性格的使命，悦来投资集团提
出建1条滨江艺术长廊、2个艺术区、3个艺
术计划的规划，以打造“文艺悦来”。此次悦
来公共艺术展，便是公共艺术计划中的活动
之一，也是悦来投资集团启动“文艺悦来”建

设的第一步。

为悦来量身打造的艺术品

“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在悦来温德姆
酒店门口，由艺术家谷文达创作的《【重庆】
碑林柒系-c》极富重庆特色。谷文达采用
石灰岩（儒石）+裹刻而成创作的这件作品，
依据重庆的地理地貌、历史人文，并采用《简
词典》里合二为一构成法的“千里、广大”方
式，来表现重庆这座历史名城。

艺术家宋冬，则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对
面的中轴线上，挖了一条长45米、宽30厘
米、深50厘米的凹槽（上面覆盖玻璃）。他
这件名为《重庆悦来中轴线计划》的作品，汇
聚了从社会公众中收集来的各种物件，寓意
各行各业的人们聚在一起，共同构筑建设未

来的城市。
还有《地理的意志》《重庆思想者》《山

房》《寂静成型》……由10位艺术家创作的
10件公共艺术品，无不与悦来周边的环境、
人文相得益彰，浑然天成。

“此次活动展现了重庆‘城在山水间、山
水在城中’的独特魅力，彰显了生命之美、生
活之美、人文之美，让艺术栖身在悦来的青
山绿水间。”悦来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石键表
示，此次悦来公共艺术展专门邀约不同领域
的艺术家，结合悦来的空间环境进行创作，
与自然对话。

“公共艺术强调在地性以及环境的针对
性。10位艺术家都是到悦来进行现场考
察，再有针对性地创作。”本次公共艺术展的
学术支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表示，

此次艺术展的作品均为艺术家们为这片土
地“量身打造”，为这一区域注入了独特的艺
术元素。

带动公众对艺术的尊重和热爱

在悦来会展公园的一个小广场上，是由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庞茂琨创作的作品《永恒
之爱》。小广场左上角是一根矗立的罗马
柱，右下角是一对相拥亲吻的情侣（为重塑
法国雕塑家罗丹《吻》的造型而成）。

让人惊异的是，这对情侣的身体由透明
的树脂做成，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集成电
路板、电线、电子产品等。“这个作品是我创
作的‘对话经典’系列作品之一，其象征从古
罗马到工业时代，人类永恒不变的人性与
爱。”庞茂琨说。

这个颇能引起共鸣的作品，不时引来观
众和游客与之合影。“公共艺术强调公众的
参与性。”孙振华表示，公共艺术正是意图让
大众得到教育及教化，从而推动和促进一座
城市文化的发展，这也是悦来公共艺术展的
价值所在。

“以前我们只是观看大师的作品，很少
能够深入去理解和参与艺术家的创作。”悦
来投资集团工作人员王靖，为宋冬创作的
《重庆悦来中轴线计划》提供了摆在第一个
位置的物品——为国博中心奠基的一把铁
锹，非常有纪念意义。

“《重庆悦来中轴线计划》是众多市民
参与和我一起完成的作品，目前收集了
200余件物品。”宋冬说，未来，自己还会继
续收集各类物品，预计将建成总长约2公里
的作品，以记录建设这座新城的人们和这个
时代。

“悦来公共艺术展是悦来打造文艺之城
的起点。我们希望在这次艺术展的实施过
程中，带动整个城市对艺术的尊重、对艺术
的热爱。”石键表示。

据悉，未来，悦来将继续与艺术家们一
起，共同打造10.5公里的滨江艺术长廊；另
外还将围绕老江北化肥厂进行保护性开发，
预计今年年底将正式开放文艺小镇示范区。

“让艺术栖身在悦来的青山绿水间”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俞可：

强调观者与艺术家平等的关系

重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户籍人口
3390 万人。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迫切需要
拥有与其经济体量和地位等相匹配的艺术展
览来塑造它的文化形象。

公共艺术展强调观众，强调观者与艺术家
平等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渗透到艺术的意
义、问题包括思考的理念。在这个框架前提
下，悦来公共艺术展跨越地域界限，带来更大
范围的文化交流。

11月18日，巴南区华熙LIVE，2018重庆国际创意周“创意之夜”现场。 记者 谢智强 摄

专家观点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隋建国：

悦来走出公共艺术的新路径

以文化艺术为路径引导的乡村建设热潮，
刺激推动着大都市的城市公共艺术建设迈上
台阶。在此背景下，悦来新城以很高的姿态走
出了城市公共艺术建设的一条新路径。

10 件作品的完美落成，将成为悦来新城
走向文化艺术之城的象征符号。另外，这次展
览也作为北起老化肥厂、南至国博中心的10
公里嘉陵江公共艺术长廊这个项目第一阶段
的完美收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

重庆大型公共艺术活动发展
发出第一声

在公共艺术方面，重庆相较于全国做得比
较好的城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次悦来公
共艺术展是在重庆范围内所做的大型公共艺
术活动的第一次尝试，为重庆未来的公共艺术
发展，发出了第一声洪亮的声音。

悦来投资集团副总经理石键：

将悦来打造成有特色的文化
聚集之地

悦来公共艺术展，彰显了悦来的特色，进
一步促进其作为国际化交流平台的吸引力，这
两者的结合能够更好地推动“悦来五城”同创
规划。另一方面，活动将艺术家联系起来，与
悦来规划、建设有机结合，并依托悦来这片土
地，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未来将借助公共
艺术展，将悦来打造成重庆的一个有特色的文
化聚集之地。

记者李星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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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大学
（以下简称“国科大”）首个临床医学院在渝揭牌成立，并计划明
年启动招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担任临床医学院院长。

学院计划引进和培育10支重点科研团队，将借鉴国内外
顶级医学院校经验，采用4+4=MD（医学博士）、4+4+n=PHD
（研究型博士）模式进行高端、精英医学人才培养，实现医学研
究成果的高效转化。据悉，这也是重庆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
建新型科教创产融合发展联合体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

据了解，临床医学院也是11月10日国科大重庆学院正式
运行后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学院。

该学院将紧密依托中科院系统各创新单元和附属医院，整
合资源优势，以一流的软硬件条件为支撑，通过科教医融合，建
立先进的科学研究体系和教学培养体系，在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研究平台上，培养临床医学生与基础医学研究生的创新能
力，培育国际一流的医学研究和临床人才。

“学院将瞄准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重大需求，将原创性
研究与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实施基础医学、转化医学
和临床医学交叉融合，建成具有鲜明办学特色，国际一流的创
新型临床医学院和新医疗技术示范应用基地。”赵继宗院士表
示，医学院将尽快建立一流的师资队伍，计划引进和培育10支
重点科研团队，重点开展肿瘤治疗机理与技术、大数据与智慧
医疗、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精准医学与单分子诊断等科研领域
的攻关。

国科大首个临床医学院在渝成立
旨在培育国际一流的医学研究和临床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