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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王丽
实习生 李宁)12月7日，由中央美术
学院主办的“艺术与城市繁荣：第四届
艺术产业园区发展论坛”在两江新区
金山意库文创园举行。近30位专家学
者汇聚一堂，针对艺术与城市繁荣的
多样化关系进行了专业探讨，并为艺
术产业发展献言献策。

据介绍，艺术产业园区发展论坛
致力搭建一个学术平台，联结政府与
企业，形成二者对话的可能性。本届
论坛分为“文化产业、艺术介入与城市
创新”“文化旅游、艺术赋能与城市经
济”“科技艺术、建筑实践与城市美学”
等3场演讲以及一场圆桌会议。

四川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黄政在
开幕式上发言时说，艺术产业园区发
展论坛这场“及时雨”，对推动重庆艺
术产业园区建设和四川美术学院相
关学科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中国
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
长范迪安表示，重庆是西南地区举足
轻重的文化重镇，希望重庆艺术产业
园区所培育的艺术创新力量，能够转
化为城市发展动力，推动重庆高质量
发展。

围绕重庆的艺术产业发展等话
题，来渝出席“艺术与城市繁荣：第四
届艺术产业园区发展论坛”的部分专
家学者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的专访。

“重庆渝中半岛、江北嘴、南滨
路，优秀建筑比比皆是。”WACA世
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理事李向北说，优

秀的建筑涌现之后，需要不断提升城
市环境、举办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
让这些建筑以更好的姿态呈现在世
人面前。

谈到重庆打造“两江四岸”的话
题，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
学院院长余丁表示，重庆“两江四
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应该立足重庆，
面向全球，将世界各地的文化资源、

艺术资源、产业资源吸引到这项工
程中，将“两江四岸”打造成城市的
亮丽名片。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
院院长兼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
认为，艺术产业园区的发展应积极
介入城市更新，与新型城镇化紧密结
合，在机遇中谋发展。德必上海土山
湾画家街策划人贾波认为，城市更新

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如今，建立剧院
等提升城市文化的举措已经非常普
遍，但如何让艺术更加平易近人，进
入普通市民生活，仍在探索的路上。

“艺术产业园区需要打破自身界
限，与城市、生活相融合，这样也能带
来更多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以推
动文化艺术产业更好地发展。”北京观
唐文化艺术区创始人李保刚说。

第四届艺术产业园区发展论坛在渝举行

专家探讨用艺术促城市繁荣

□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李宁

范迪安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2月7日，他来
渝出席“艺术与城市繁荣：第四届艺术
产业园区发展论坛”。

论坛间隙，重庆日报记者在会场
外对他进行了专访。

艺术园区为城市增添文化“绿洲”

重庆日报：在你看来，艺术产业园
区和城市的关系是什么？

范迪安：艺术产业园区生于城市、
长于城市，当然要服务城市、激活城
市，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城市
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高品质
文化生活的期待和需求，都为艺术产
业园区的建设提出了新课题。

重庆日报：艺术产业园区的发展，
对城市文化建设有何意义？

范迪安：就拿论坛举办地金山意
库文创园来说，作为两江新区重点打
造的文创项目品牌，经过3年发展，它

已然成长为重庆新的文化地标。让该
片区从工业园区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
的聚集地，可以说为城市增添了一片
文化绿洲。

重庆浓郁艺术氛围让人印象深刻

重庆日报：你对重庆的艺术氛围
印象如何？

范迪安：今年适逢第十三届全国
美展油画作品展、雕塑作品展两个具
有重要分量的展览在重庆举办。这样
的大展受到重庆市民热烈欢迎，两个
展览共吸引观众数十万人次。为了满
足观众观展需求，重庆还延长了展览
展期，得到观众广泛好评。

通过一系列高水平艺术展览和活
动，重庆的城市文化品质不断提升，城
市文化氛围愈发浓郁，这是重庆给我
留下的深刻印象。

重庆日报：推动重庆美术发展，你
有什么建议？

范迪安：欣逢新时代，欣逢人民群
众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新需求，美术

工作者应该牢牢把握历史机遇，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把创作精品力作、传
世之作作为自己的追求，这是在艺术
上不忘初心的体现。

美术工作者要在创作中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美术创作更
好地立足中国大地、表达中国主题、彰
显中国精神、呈现中国风貌。

为市民打造更多公共审美空间

重庆日报：重庆正在实施“两江四
岸”核心区整体提升，你认为艺术如何
更好地参与其中？

范迪安：今天的城市为艺术家创
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艺术对
激活城市的创新能力、营造审美文化
的氛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认
为，重庆“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
需要利用具有创新性的艺术作品，为
市民打造更多公共审美空间。

城市空间，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提
供了最好的展示条件。期待政府出台

措施，为优秀艺术作品面向公众亮相
创造更多条件。

重庆日报：你能否谈谈艺术如何
为生活增添趣味？

范迪安：让艺术进一步走进市民
生活，我提倡“不期而遇”的艺术效
果。美化公共空间，不一定需要大型
雕塑。我们应该让充满创意的艺术作
品散布在街头巷尾，让市民看到后产
生“怦然心动”的感觉。

让美充满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力。

让美流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专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

□本报记者 李幸

冬日柔和的阳光透过大玻璃窗，
洒进西南大学的物理实验室，一个忙
碌的身影正在桌子旁反复进行着实
验，玻璃仪器上倒映出少年严肃认真
的脸。

他叫段皓严，今年16岁，是西南大
学附属中学高二的学生。小小年纪的
他已七次代表重庆出征国际国内大
赛等，并斩获各项荣誉。今年7月，他
的个人科技创新成果在第34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金奖及北理专
项奖。至此，他已连续3年代表重庆进
入全国总决赛，取得1金2铜6专项奖
的骄人成绩……

如今，他被市教委命名为“科技小
能手”，被同学们推选为学校第六届学
生学术委员会主席，带领小伙伴们走
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

段皓严的科创经历始于初中物理
老师讲的一个“水中叉鱼”的故事。物
理课上，老师告诉大家，观察水中的鱼
时，鱼看起来要比实际位置高一点，这
是因为从鱼反射出的光，在水面处发
生了折射，折射光线向远离法线的方
向偏折，我们看到的是鱼的虚像，它所
在的地方不是鱼的真实位置。因此，
有经验的渔夫在用鱼叉捕鱼时，总是
瞄准所看到的鱼的下方位置叉去，而
不会将鱼叉对准他看到的鱼。

“那么，鱼像比真实的鱼具体要高
多少呢？”充满好奇心的段皓严开始较
上了劲。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问，段皓严利

用课余时间自学了高中的数学知识，
算出了一个具体的定量公式来表达
像与物的位置关系。之后他又想到
在实际捕鱼的过程中，往往面对的是
一群鱼而不是一条鱼。为了解决一
群鱼的定位问题，他利用人工鱼群算
法，实现了通过折射光线对鱼群进行
定位。

如何将研究成果运用到实际生
活当中？段皓严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他想出了鱼群定位装置的设计方案
和节能型驱鱼实验装置设计方案，这
是他第一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

究。
“在装置设计过程中，我还去西南

大学实验室拜师，去识别电子元器件、
学习焊接和电路设计，反反复复做实
验。多少个周末泡在实验室，弄坏了
多少个盆，多少次去江边观察，连我自
己也记不清楚了。”

此外，段皓严还对“无人驾驶”情
有独钟，他设计的“鹰眼”系统已经做
到可自动识别交通标志。

为了设计这个“鹰眼”系统，段皓
严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懂编程，他就找
相关书籍自学，搜集网上的公开课自

行揣摩；面对更加深奥的机器学习理
论，段皓严找到了西南大学电子信息
工程学院的实验室，观摩相关实验，诚
恳请教……

终于，“鹰眼”系统逐步建立起来
了。他开发的“鹰眼”在光线不好的情
况下仍能够清晰地识别交通标志，对
一些比较倾斜、模糊的交通标志也有
很高的辨识度，值得一提的是，他设计
的算法识辨精度达到99.75%，超过目
前最高准确度99.65%。

如果说“水中叉鱼”让他初涉智能
算法，“鹰眼”交通标志识别则让他对
算法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经过这两
次的科研探索，段皓严体会到了智能
算法的奇妙，开始思考这些算法在什
么机器上运行更加有效。

作为英才学员和雏鹰学员的他，
一次去大学实验室学习时，老师带着
他认识了一个神奇的器件——忆阻
器。用它设计的电路有仿生功能，能
够实现类似人脑神经网络的结构和功
能，大大提高了运算效率。

去年暑假，段皓严几乎每个周末
都“泡”在了实验室里，在老师的指导
下，他用蛋清做出了一个有机的柔性
忆阻器。

“通过测试的那一刹那，我简直激
动得流泪，开始期待着有一天在人工
智能上用我设计的元器件。”

尽管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在科学
研究的浩瀚世界，段皓严犹如一株刚
刚破土的小苗，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
正在努力向上生长。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学生段皓严

“水中叉鱼”引发少年的科学探索之梦

段皓严在实验室。 （北碚区委宣传部供图）

范迪安。 记者 齐岚森 摄

12月7日，“艺术与城市繁荣：第四届艺术产业园区发展论坛”在两江新区金山意库文创园举行。 记者 齐岚森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12月7日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

杨洁篪强调，近来美方允许所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法，美国会众
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
策法案”，美官员多次发表歪曲、攻击中
国政治制度和内外政策的言论，这是对
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背中美两
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意愿。中方对此
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杨洁篪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
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找到
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
国人民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有高度的自信，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
路走下去，任何人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
的步伐。中方将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
我们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方
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纠正错误，立即停
止对中方的歪曲污蔑，立即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

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方近日又玩弄老把戏，在国会众
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无视新疆
各族人民基本人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客
观事实，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歪曲抹
黑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妄图挑拨中国民族关系、
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壮
大，14亿中国人民绝不接受、绝不答应。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新疆各
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新疆2500万
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最大程
度的保障。对于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
生活在那里的各族人民最有发言权。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4年来，经济总量
增加80倍，仅2014年以来就有近300万
贫困人口脱贫。2018年，新疆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1%，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7.6%。旅游业
呈现井喷式增长，2019年1月至10月，共
计接待国内外游客2亿人次，同比增长逾
42%。新疆目前有28000多处宗教场所，
其中包括24000余座清真寺，平均530位
穆斯林民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就业、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惠民工作取
得新成效，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显著增强。

面对一段时期暴力恐怖事件多发频
发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新疆依
法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
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新疆各族人民的安
全、人权。此举极大地扭转了当地安全
形势，不断释放稳定红利。新疆已连续3
年没有发生一起暴恐案件，呈现出繁荣
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
过去的几年，新疆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好，
在新疆人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

义，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
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

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美国一
些政客对受到暴恐威胁的新疆各族人
民的人身安全毫不关心，对新疆反恐、
去极端化的显著成效和人权保障成就
视而不见，执意炮制通过该法案，为“三
股势力”撑腰打气，可见其根本不是关
心新疆的人权，而是别有用心。

回顾过往，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一
些政客见不得别人好，哪个国家发展
快、政局稳，美国就要处心积虑想方设
法插一杠子，让那个地方动乱不安。美
方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对中国指手
画脚，目的无非是想借所谓新疆问题丑
化中国的形象，破坏中国的稳定，遏制
中国的发展，这充分暴露了美方妄图

“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
当前，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

发展时期。但美国一些人却不愿看到
新疆的大好局面，坐立不安，横加指责，
极力抹黑。然而谎言就是谎言、真相就
是真相，任何诽谤，都改变不了新疆人
权事业发展进步的事实；任何图谋，都
干扰不了新疆发展繁荣的进程；任何妄
图借所谓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破坏
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注定失败，也
终将沦为历史的笑柄。

新疆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新疆安定祥和、繁荣发展的
局面来之不易，决不允许外部势力横加
干涉，中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的意志坚如磐石，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挡。我们奉劝
美方摒弃冷战思维，不要在霸权主义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收回干涉中国内政的
黑手，停止自取其辱的闹剧！

（人民日报 12 月 8 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人权”幌子掩盖不了险恶用心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2014年
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
出顶层设计，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决定》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
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
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
家长治久安。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直
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第一
次以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对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作出重大决策。

《决定》旗帜鲜明提出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了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决定》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
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作出了全面部署，系统回答了党的领导
和依法治国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按下了“快进键”、走
上了“快车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 中 国 峥 嵘 岁 月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为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战略部署，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
三中全会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
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
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
向。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
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
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决定》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
化改革新举措，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
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坚持
积极稳妥、科学规划，提出了全面深化
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
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

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凝聚了全党全社
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
动智慧。

在内容结构上，《决定》以亟待解决
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条谋篇布局。除
引言和结束语外，共16个部分，分三大
板块。第一部分是总论，主要阐述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
思路。第二至第十五部分构成第二板
块，是分论，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具
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
大举措。第十六部分构成第三板块，主
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
的领导。

《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
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
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
突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部
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