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0月1日驶向天安门前，“魅力重庆”彩
车项目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以“重庆CC”代称。

青山多彩、绿水灵动、白云摇曳，在行进中
不断变幻色彩和图案的大山勾勒出山清水秀
美丽重庆的大美意象；

解放碑、洪崖洞、湖广会馆、朝天门……彰
显重庆独特的历史底蕴；

轻轨穿楼、索道过江和LED显示屏不断变换
的场景，呈现重庆立体、动感、魔幻的都市气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游行活动中，“魅
力重庆”彩车以其突出的主题、鲜明的特色、精
美的设计、独特的创意、炫丽的艺术表现放彩
天安门，展现出新时代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的壮丽图景，受到现场和电视屏幕
前观众的无数点赞。

想当初，究竟以什么主题呈现重庆魅力？
以什么元素展现重庆形象？设计制作方案如
何聚智聚力？在三个多月的创意设计过程中，
重庆彩车经过了怎样的修改论证而最终敲
定？本报今日为您解密“重庆CC”创意设计背
后的故事。

精心组织——
聚智聚力，汇集各方资源力量

深度参与

创意设计是彩车制作的基础和前提。但
创意设计绝不是靠某个单位或某个人就能完
成的，必须聚智聚力，汇集各方智慧资源。重
庆彩车办副主任、市委副秘书长邹勇说，重庆
彩车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离不开
各方面的通力协作和辛勤付出。

今年3月底，重庆彩车设计制作工作正式
启动。站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市委、市政
府把彩车的设计制作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来抓。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对
重庆彩车提出明确要求，市委常委会会议作出
具体部署，要求重庆彩车的设计制作严格按照
党中央统一部署，紧紧围绕自由、生动、欢愉、
活泼的总体要求，突出时代特征、重庆特色，呈
现“大气”和“隽美”的要求，狠抓关键环节，增
强吸引力、表现力和感染力，做到小彩车大意
义、少花钱多办事、出精品求卓越，以实际行动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市委专门成立了国庆70周年重庆彩车设
计制作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有关领
导担纲，市委办公厅、市委宣传部、市经济信息
委、市公安局等16个市级部门分管领导为领
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
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彩车设计组、改装制作组
等8个小组。重庆彩车办副主任、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马岱良说，不但8个小组
认真负责，通力合作，而且仅领导小组负责人
就先后17次召集专题会议，及时研究论证和
解决有关重大问题，推动重庆彩车设计工作有
条不紊地展开。

在强有力的组织推动下，彩车设计制作领
导小组经过多方比选，最终确定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担负项目总执行，四川美术学院牵头创意
设计、彩饰制作等任务，迪马工业公司承担底
盘改装和主体结构安装等任务，庆铃集团提供
车辆底盘。重庆彩车办副主任、重庆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书记管洪介绍，为了加强对彩车设计
制作的领导，重庆彩车项目组还成立临时党支
部，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党
支部建立在项目上，还有几名参加彩车设计制
作的同志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创意设计是彩车能否出彩的关键。中国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彩车
设计组组长庞茂琨说，彩车的设计制作可谓是
集合了整个重庆的设计智慧。从一开始，彩车
设计制作就坚持博采众长、高点定位，把思想
内涵与艺术表达融合起来。在创意设计阶段，
彩车设计领导小组组织了市级宣传文化系统
单位、有关高校、知名设计公司等近20个单
位，集中精干设计力量123人，发动23名市内
知名艺术家、专家学者出主意、想办法。

紧张有序——
连夜奋战，不断深化创意设计

方案，让彩车主题突出，最后关头敲
定“魅力重庆”主题

3月23日，市政府办公厅2012会议室，重
庆彩车设计制作工作第一次协调会在此召
开。会议部署了创意设计具体工作及推进相
关工作的时间节点，要求各单位尽快拿出创意
文本。

此后，不分昼夜，接连不断的会议、讨论、
修改，重庆彩车设计方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
过程。

据重庆彩车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协调组联
络员、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处长张琼介绍，最初，
彩车设计制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政治上可靠、
业绩过硬的全市13个重点设计单位、文化单
位、高校等机构征集了45套创意设计作品。又
从分散设计到集中攻关，历经33轮次方案比选
和深化设计，从177个创意方案中确定最终方
案，真的做到了集全市之力、聚众人之智。

4月14日下午起，四川美术学院牵头，集
中重庆日报报业集团、重庆励境展览展示公
司、重庆舞美灯光音响有限公司设计精干力量
23人，前往位于巴南区的樵坪新闻培训中心，
开始集中封闭设计攻关。

“我们把这段时间称为樵坪奋战。”重庆彩
车车长、今日重庆杂志社总编辑刘自良说，那
段时间特别辛苦，平均每天睡4小时；同时也
是出成果的时期。“当时这里集中了重庆最优
秀的设计创意人，背后更有强大的专家团队。
大家不分彼此，创意相融，经常晚上确定一个
方案，立马送到江北集中打印点制图，第二天
早上8点前报重庆彩车领导小组办公室审看。”

如何进一步体现山水城市特色，更好地增
强吸引力和视觉冲击力，烘托出国庆喜庆、愉
快、欢乐的氛围，早日确定创意设计方向和选
择重点元素成为重中之重。

这期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提出
明确要求，从主题主线、重庆元素到艺术呈现
等予以具体指导。4月下旬以来，市国庆活动
项目办组织专家、设计人员进一步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梳理
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的重要指示要求，以及对重庆近年来工
作成绩给予肯定的方面，并组织市委研究
室、市政府研究室、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
科技局、市大数据局、市商务委等单位有关
人士，系统梳理体现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具
体内容，作为创意设计方案修改调整元素的
重要参考。

彩车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创意团队夜以
继日，几乎每天都在出思路、找元素、召开论证
会，反复提炼主题、不厌其烦地修改完善创意
设计方案。让彩车设计组副组长、四川美术学
院设计学院院长段胜峰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所
有参与人员对方案精益求精的执着，“近两个
月来，方案不断推翻、调整、重来，千锤百炼，大
家都习以为常。”

创意设计主题从“梦想重庆”“智能重庆”
“渝行千里”“巴渝新韵”等，到6月初，经专家
评审，重庆彩车方案最终确定为以山水城市
为主要内容的“魅力重庆”，集中体现新时代
重庆人民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壮
丽图景，充分展示具有现代感、层次感、梦幻
感的特色元素。方案报送北京指挥部后，顺
利通过评审。

精准选择——
充分挖掘重庆元素，让彩车特色明

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浓郁重庆气息

“魅力重庆”彩车如何更好地体现重庆特
色？重庆彩车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经过反复讨论和深入研究，大家形成了基本共
识，重点以山水城市为主要内容，集中山、水、
楼、桥等立体城市、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进一
步强化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重庆特色。同时
建议突出山城特色，把穿山、穿楼、绕城、绕山
的特点做出来，体现立体城市特色。

对哪些重庆符号登上彩车，各方面专家、
艺术家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充分论证。为体现
重庆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决心，创
意设计中特意把作为城市精神地标的解放碑
作为重点元素突出出来，既能展示重庆城市的
历史底蕴，又把新时期重庆热门打卡景点实景
呈现出来，将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连接起来，
让人一眼就能识别到重庆特色。

哪些城市建筑最能代表重庆，彰显“魅力
重庆”？为突出立体现代的3D城市特色，创意
设计组精心选择、巧妙组合。彩车左侧由千厮
门大桥、重庆大剧院、湖广会馆等重庆地标性
建筑组成；右侧汇聚了轻轨穿楼、过江索道、洪
崖洞、朝天门大桥等重庆标志性城市特色元
素，其造型极具视觉冲击力。

事实上，重庆地标建筑远不止这些，最终
为何笃定选择？四川美术学院动漫学院党总
支书记周小波表示，创意设计组专门从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提供的全市56个代表性特色风
貌建筑，以及市交通局推荐的全市15个特色
交通设施中，选取了10余个特色建筑和交通
设施，进行重新整合、艺术排列，全方位展现了
重庆都市文化魅力。

作为“桥都”，又该选择哪座桥？周小波特
地解释说，创意设计组专门咨询规划部门，了
解哪种桥更好、具体亮点特点是什么、曾经得
过什么大奖。因此选择了曾获得“改革开放40
年百项经典工程”和第十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
佑奖的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以及获得了重庆
市首届“十大最美桥梁”称号和第十六届中国
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千厮门嘉陵江大桥。

为了更准确生动地展现重庆江城山城的
立体效果，设计师们还专门登上了重庆环球金
融中心74层的观景平台，实地查看和现场论
证两江四岸和高低错落建筑之间的组合比
例。“我们想写意还原这座城市独具魅力的精
彩和美丽。”段胜峰如是说。

惊艳呈现——
让艺术与技术有机结合，形式

生动，现代和传统交相辉映

艺术呈现是彩车设计制作的灵魂。庞茂

琨表示，“魅力重庆”彩车注重从主题寓意、结
构造型和人车互动等方面增强时代性、艺术
性、感染力，让艺术与技术有机结合、现代和传
统交相辉映，努力成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艺术
精品。

10月1日中午，重庆彩车缓缓向天安门城
楼驶过时，透过电视镜头，全世界的观众都看
到了“魅力重庆”彩车生动呈现的重庆元素，也
领略到了独特的山城魅力。高达8.8米的彩
车，上半部分是连绵的群山，中间是重庆地标
性的建筑，车体底座两边则是象征长江和嘉陵
江的两江水波浪造型，充分体现了山就是一座
城、城就是一座山的城市特色。

此时，彩车上不断变换色彩的山体，吸引
了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目光，成为“魅力重
庆”彩车的一大亮点。如何做到的？段胜峰介
绍说，这得益于山体三面翻表现形式。

“其实关于山体的形式，我们做过很多种
不同的方案和设计。”段胜峰介绍，一开始他们
想到用LED屏来呈现山体，“后来电视台的专
业人士建议，如果用LED屏，在电视转播中就
可能出现频闪，导致看不清楚播放内容。后来
我们又想到使用类似游乐园里过山车、海盗船
那样的剧烈翻动设施，不过出于安全原因也只
能放弃。”

后来，彩车设计组想到了三翻板广告，决
定利用三翻板的原理来呈现山体。“但是常见
的三翻板底部都是平直的，展现山体三面翻，
则需要一种异形三面翻来实现。由于没有现
成的应用案例和方案，最终通过与机械结构专
家和生产厂家的多次研究，设计组开发出利用
阶梯式的三面翻技术，来实现山体轮廓的三面
翻，可以在行进中不断变化颜色。”同时，还采
用了双电机的设计来保证运行的稳定性，段胜
峰透露：“我们现在使用的三面翻结构可以申
请专利了，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三面翻结构，
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

而山体的三种不同色调也是独具匠心。
据介绍，组成山体的370块三面翻板颜色，是
由四川美术学院71名艺术家精心手绘而成，
采用彩色阳极氧化技术，经过传统漆画艺术的
莳绘、箔金、莹贝、沥粉浮雕等十余道工序，创
作出“绿调”“蓝紫调”“橙红调”等3组静态画面
色调与山体纹饰搭配，经过27天精细打磨和
精心绘制。彩色树丛、云纹等抽象纹样和丰富
的色彩质感，通过山体三面翻循环翻转形成不
同画面组合和色彩效果，呈现出“绿水青山的
长江生态屏障”“时尚梦幻的现代大都市”和

“待到漫山红叶时的三峡风光”等大美意象。
重庆歌剧院舞美专家阳舸也参与了彩车

设计，在他看来，用写意加写实的方式来阐述
魅力重庆，三翻板不停翻的韵律感是最独特
的，色彩的丰富、梦幻的感觉和律动的节奏，让
人一看到就能想到这就是重庆！

为了让彩车能够更好地在天安门广场呈
现，设计团队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设计开

始前，设计组专程去到北京，测量天安门前东
华表到西华表的准确距离，站在天安门城楼
上，亲眼感受观礼台的视角。段胜峰发现，重
庆彩车经过天安门时，面向观礼台一侧正好是
逆光：“所以我们在色彩上做了调整，同时增加
了彩车内部本身的照明装置，保证每个角度都
能看到彩车最好的效果。”

轻轨穿楼、缆车过江以及不断变化画面
的 LED 屏，令缓缓行驶的重庆彩车动感十
足。正面朝天门区域设置的超高亮圆弧型
LED屏，车身两侧设置的横条阶梯状LED屏，
均是由为 2014 年 APEC 会议开幕式做“网
幕”的厂家生产，即使是艳阳天或华丽灯光
下，画面依然清晰可见。主屏播放重庆城市
形象宣传片，晒出重庆的文化特色，晒出重庆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新成就和特色风
貌。侧屏辅助播放动画视频，让彩车更具有
视觉冲击力。

艺术家的设计，可谓巧夺天工。车头前
LED显示屏上的“重庆”印章就是很好的实
证。据重庆彩车领导小组改装制作组联络员、
市经信委汽车处王含介绍，最初彩车驾驶窗外
面是整块LED显示屏，车上设有15个摄像头，
能够360度无死角旋转拍摄，驾驶人员能够在
盲视状态下正常驾驶，该系统将车辆四周所采
集到的图像在驾驶室6面和车身两侧通道4面
电视墙上面进行显示，直观地呈现出车辆所处
的位置及周边环境。后来北京指挥部担心数
据传输有延误，同时为避免驾驶员现场操作带
来的不适，从而影响彩车安全，要求驾驶室正
前方必须设置开孔视窗，保证驾驶员能目击正
前方20米以上，同时对开孔视窗大小提出了
明确要求。

直接开孔显然会影响LED显示屏整体显
示效果。创意设计组的艺术家反复讨论后，决
定在开孔视窗位置镶嵌篆刻印章图案，既符合
驾驶员视线要求，又不影响显示屏呈现效果。
我市著名篆刻家、西冷印社社员、重庆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傅舟受邀创作“重庆”二字篆刻
印章。篆刻印章位于车头正面LED屏驾驶室
视窗位置，由两个LED屏模块组成，通过有机
镀膜玻璃粘贴篆刻内容，将篆刻印章巧妙地嵌
入视频画面中，既能展现重庆特色文化，又使
艺术效果与视频画面保持得相当协调，巧妙地
对重庆文化进行了诠释。

“魅力重庆”彩车不仅展现重庆山美、城
美，还展现了重庆的人美。在人车互动展演方
面，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的6位女演员身着
山茶花造型的服饰，自然地点缀在车头的表
演区域，像一个花环包围着LED屏幕。山茶
花与LED屏播放的重庆山水融为一体，女演
员每改变一次造型，宛若一朵朵山茶花正在
绽放花瓣。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吴小
兰表示，以山茶花的卓越风华演绎重庆魅力，
寓意中国最年轻直辖市的花样年华，绽放出新
时代的光彩。

“ 重庆 C C”创意设计全解密
■33轮次方案比选和深化设计，从177个创意方案中敲定最终方案
■近20个单位，123名精干设计力量，23名市内知名艺术家、专家学者贡献智慧
■设计开发的山体三面翻结构可以申请专利

重报集团中央厨房记者 戴娟 蒋艳 黄宇 李华侨 罗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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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亮相前的“魅力重庆”彩车。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设计制作中的“魅力重庆”彩车。 （市彩车办供图）

9月2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工作人员正根据设计修改
意见为“魅力重庆”彩车车身上色。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