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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舞王张佑赫来蓉挑选人才

成都商报讯 （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

者 王天志）

有着“舞蹈终结者”之称的

韩国艺人张佑赫（

见上图

）昨日现身成

都，参加中韩文化交流活动，并来到成

都东区音乐公园与粉丝亲密接触。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 张佑赫透露自己组

建了工作室， 在全球寻找有潜力的新

人。听记者说起成都是“选秀之都”，

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他表示非常希望在

成都寻找到优秀的音乐人才。

成都商报讯 （记者 任宏伟）

8·13励

志金曲成都盛典即将盛大开启， 随着时

间临近各方人士纷纷到东区踩点。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打探到了诸多关于8·13成

都盛典的第一手信息，据悉，本次励志

盛典的主要看点有五月天、 罗志祥、张

靓颖、炎亚纶、黄小琥等近30组明星到

场唱响励志歌曲，当天，明星们还会跟

歌迷一起@成都。此外，整个音乐盛典

植入浓烈的成都元素也是榜中榜盛典前

所未有的创新举措。

据悉， 本次音乐盛典活动在整体包

装上突显了诸多成都元素。 以往各种盛

典奖杯均采用水晶或不锈钢等材质设计

制作， 而本次8·13盛典的奖杯则是采用

在成都出土的东汉时期 （公元25～220

年）的击鼓说唱俑文物雕塑；这将是一

种突破和尝试，盛典当天，各位获奖者将

手持说唱俑奖杯感受这个不一样的城

市，不一样的盛典。

与此同时， 作为主办机构之一的星

空传媒还透露：8·13盛典当天，会邀请到

三至四位《中国好声音》的优秀选手亲

临现场一展他们的“好声音”，可能是汪

洋，也有可能是徐海星。

此外，盛典当天，各大明星艺人会手

持熊猫玩偶入场，穿越有“成都特色”的

文化长廊 ，明星也会跟歌迷一起@成都，

让世界各地关注华语榜中榜，让他们知道

成都是一座励志的城市，是一座热爱音乐

的城市，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成都商报讯（记者 乔雪阳）

今天下午

两点半，在位于成都城南三色路创意成都

大厦内的岁月艺术馆，一场集合了11位来

自成都和杭州两座城市一线水墨画家的

群展“对画双城”即将隆重开幕，除了5位

成都本土国画名家刘朴、吴绪经、秦天柱、

张修竹和任光荣外，来自杭州的6位国画名

家韩璐、茹峰、盛天晔、王一飞、余昌梅和余

宏达，将携手展出他们的60余件小幅精品，

以飨观众。据悉，展览将持续到9月4日。

成都商报讯（记者 乔雪阳）

随着“水

井坊·新星2012———全国五大美术学院优

秀毕业作品汇展”推出的“大家来看

（猜）

画”第一轮大奖出炉，以及第二轮看画在

本周五启动， 昨天的成都艺术超市现场又

迎来了不少拿着报纸仔细辨认的观众，其

中也已经有人找到了正确的原图。 对于看

画赢奖品的诀窍， 记者现场联系到主办方工

作人员杨馨，她认真地解释说：“在所有猜中

的参加者里面， 我们倾向于选择发微博比较

活跃、对艺术也一直保持关注的博主，想为了

拿奖而参与的，主办方会有所筛选”。

本期奖品设置：

01

一等奖 （

１

名） 奖品：

iphone4S

一部

02

二等奖 （

２

名） 奖品：水井坊典藏白酒一瓶

03

三等奖 （共五名）奖品：水井坊白酒（小瓶）一瓶

04

新星奖 （共

15

名 ）奖品 ：新星

2012

———全国五

大美院优秀毕业作品汇展 画册一本

参与流程：

1

、 携带刊登有作品细节图的报纸到成都艺术超市

参观，将细节图所属的原作找出来，并且拍一张自己和

原作的合照。

2

、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成都商报艺术”，编辑微博内

容为：

#

水井坊·新星

2012

———全国五大美院优秀毕业作

品汇展

#+

细节图编号

+

所属作品名称

+

作者

+

本人同作品

的合照。然后发表微博、同时一定要

@

“成都商报艺术” 。

举例：微博文字内容为“

#

水井坊·新星

2012

———全国

五大美院优秀毕业作品汇展

# 02

《逐梦人》周晓路”，同时

粘贴本人同作品的合照。

3

、参与竞猜的微博，有效时间为细节图见报后的一

周之内，也就是从本周五到下周四。在这

7

天里，每天

12

：

00-18:00

期间，我们将从此时间段发布正确答案的读者

中抽取获奖者， 在第

8

天公布获奖名单———成都商报艺

术的微博和当日的报纸都会同时刊登，工作人员也会私

信给获奖者，通知领取奖品的时间和地点

大家来看画第一期获奖名单新鲜出炉：

一 等 奖 （

1

名 ） 罗 小 小 超

http://weibo.com/u/

1920432543

二等奖（

2

名） 此杉菜非彼杉菜

http://weibo.com/u/

1620214947

成都文军

http://weibo.com/u/2172926007

三等奖（

5

名）

迎迎

110 http://weibo.com/u/2174312611

典点婕

http://weibo.com/u/2887719184

潘神

D http://weibo.com/u/1773838410

李不管

http://weibo.com/libuguan

采薇爸爸

http://weibo.com/u/1806864685

另外，本次活动的主办方工作人员会与获得 “新星

奖”的

15

位幸运读者私信联系，以协调领奖事宜。名单在

此不再公布。

广州美术学院

袁泽强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东道主发挥鲁美“资源优势”

展览设在鲁美美术馆里，展厅面积达

3000平方米，展出200余件书画作品。作为此

次展览的东道主，沈阳的参展艺术家这回也

是九省市里最多的一次。背靠著名的鲁迅美

术学院，沈阳站也充分发挥了这一“资源优

势”， 参展作品中有约一半是来自高校的

“学院派”画家。目前正在成都艺术超市展

出的“全国五大美院优秀毕业作品汇展”

上，来自鲁迅美院的毕业生们，呈现的作品

也以写实风格和人物、静物画为主。这一点

与其他美术院校相比，格外突出。

对于写实风格，有业界认为它早已过

时，但记者此前采访鲁美的学生时，他们

透露：鲁美近年来更加坚持对学生基本功

的锤炼，印证了学校对“手下功夫”不变

的信心。

这次，鲁迅美术学院名誉院长、荣誉

终身教授宋惠民带来了《有文竹的静物》；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张鹏则

拿出了自己“写生辽宁”系列中的得意之

作； 沈阳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叶鹰宇的花

卉静物画得很典雅， 在预展中受到观众好

评； 来自鲁迅美术学院的李一鸣参展的两

幅作品则当代感十足；“80后”画家、沈阳

大学美术学院讲师张墨的“小清新”风格

作品，此前在武汉就已受到了藏家追捧。

水彩画、书法“突围”受关注

和前面几站一样，油画和国画仍是此

次沈阳站展览的“绝对主流”，但与此同

时，其余类型的出色作品也因此在一统天

下的油画与国画中，显得更加突出，比如

水彩与书法。本次参展的三名水彩画家都

是水彩领域的翘楚人物。

鲁迅美术学院老教授陈桂芝的水彩

画作品不仅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而且获得

了1992年辽宁省艺术节一等奖及其他奖

项，同时参加了第二届、第七届、第八届等

全国水彩画展览；黄亚奇擅长用简练的色

彩表达艺术语言，他的作品也被中国美术

馆、深圳美术馆、上海刘海粟美术馆等收

藏；韩秋生长期致力于医学美术和绘画创

作，参与主编了三十余部学图谱，笔下的

色彩沉稳厚重、造型严谨。

在书法作品中，李仲元是辽宁书法界的

领军人物之一， 从欧阳询入手继习褚遂良、

颜真卿诸家，喜行书，追摹“二王”又学杨凝

式、米芾等；王贺良的书法以隶书见长，旁及

诸体；姚哲成主学魏碑兼取唐人笔法，书作

笔势奔放、意志自然，平实之中饶有逸宕之

势； 朱成国的书法和篆刻作品都很出色，曾

参加全国第一、二、五届书法篆刻展览。

12530说唱就唱:经典回归

《

12530

说唱就唱》经典节目华丽回归，

郑博文为何屡次接受芥末惩罚？ 武林绝学

吞火滚珠重现江湖，嘉宾们又为何脸部“抽

搐”？更多精彩敬请锁定成都电视台第二频

道本周六

19:20

播出的《

12530

说唱就唱》！

特别提示： 参与节目游戏可拿千元大

奖，报名电话：

88881890

。节目播出时拨热线

电话参与节目互动，或者转发“

CDTV2-12530

说唱就唱”新浪微博，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移

动无线音乐俱乐部提供的咪咕系列礼品。

鲁美学院派画家

写实功夫

名不虚传

“对 话 与 共 振·首 届 全 国 九 省 市 艺 术 联 展 ” 沈 阳 站 今 日 开 幕

由 《成都商报》《楚天

都市报》《都市快报》《华

商报》《南方都市报》《山

东商报》《现代快报》《新

闻晨报》《华商晨报》 九家

主流媒体联合主办的“对话

与共振·首届全国九省市艺

术联展”将于今天在沈阳著

名的鲁迅美术学院里开幕。

此前巡展已经在成都、广

州、西安、上海、济南、武汉、

南京等七个城市举办，沈阳

是第八站。

成都商报讯记者 乔雪阳

东汉“说唱俑”做奖杯

华语榜中榜突显成都符号

参与8月13日成都东区音乐

公园华语榜中榜音乐盛典的明

星， 当天会跟歌迷一起@成都，

让所有关注音乐的人都知道成

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杭州·成都 水墨画家 今日双城对画

看画赢大奖也有“小诀窍” 关注艺术是要素

“水井坊·新星2012———全国五大美术学院优秀毕业作品汇展”猜画活动今日继续

参展的很多作品出自鲁美“学院派”画家之手 图据《华商晨报》

受连续降雨影响，8月9日12时29分，宝

成铁路四川境内朝天至军师庙间山体塌

方，宝成线上、下行线被塌方土石“淹没”。

10日上午9时30分，宝成铁路上、下行线进

入封闭抢修， 下行线于昨日下午4点半开

通，但上行线的开通时间还无法预计。

支援抢险

农舍通宵亮灯

9日晚10时许，成都商报记者赶到现

场看到，下行线已经抢通，上行线仍然被

巨石阻断，据目测，堆积在上行线上的积

石及土方高达十多米。这个时间，附近农

户一般都已休息， 而距离塌方地点数百

米的山坡上，两家农户的灯光仍然亮着。

据广元市朝天区政法委书记张晓春介

绍， 这两户农家的男主人都在现场参与

抢险，妻儿在家中打开灯，希望能为抢险

提供一些照明。

下行线暂时畅通， 出入川列车均可从

此经过。一旦有列车需要通过，抢险工人立

即暂停施工，站到安全距离外。列车经过塌

方路段时，乘客被窗外通明的灯火吸引，纷

纷向抢险人员微笑挥手。

9日晚至10日凌晨，工作人员彻夜守护

塌方路段，防止再次出现险情。

工程车入场

上下行线全封闭

10日上午9时30分，宝成上、下行线全

线封闭， 西安铁路局组织6台挖掘机和600

余人进入现场抢修。上、下行线暂时全线封

闭，是基于安全考虑：塌方路段上、下行线

铁轨相距不足4米， 塌方山体紧邻上行线，

挖掘机等工程车辆在清理上行线时， 碎石

土方很容易重新“淹没” 下行线铁轨；其

次，下行线的另一侧是嘉陵江畔，上下行线

全线封闭，工程车不必绕行，可直接穿过铁

轨将土方运送到江边，速度更快。

发生塌方的山坡上， 由于土石已经松

散，碗口粗的大树只需轻轻摇晃几下，便会

连根倒下。 工作人员将坡体上的树木卸载

后，估算此次塌方土石（

含坡上危岩

）量为

2万4千方。

封闭抢修7小时后，昨日下午4点半，下

行线再次开通， 但上行线的开通时间尚无

法预计。

成都方面

11趟列车受影响

记者从成都铁路局获悉， 因宝成线中

断，到发成都共有11趟列车受到影响。其中

到达成都6趟列车晚点，分别为太原至成都

1485次、乌鲁木齐至成都K2057次、上海至

成都K291次、 北京西至成都T7次等6趟列

车，最长晚点近5个小时。

另外5趟列车虽然正点始发，但在途中

仍有不同程度的临时停车情况。

据成都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铁

路部门已做好旅客的安抚工作， 保证旅

客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张舒 摄影报道

广元新闻热线

18781203671

成都商报讯 （记者 严薇）

8月4日，

超级大乐透第12090期开奖，当期开出的

号码为前区 02+21+27+29+33， 后 区

02+10，全国共中出1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000万元， 中奖站点位于四川省广元市

恒丰花园商住楼1楼7号。8月10日一大

早， 大奖得主就来到四川省体育彩票管

理中心领奖。

“这张彩票我自己买的，平时都有买

大乐透的习惯。”幸运的李先生

（化名）

是

一名85后青年，自称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摄影作品为他带来了足够花销的收入。

“我就想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被大

奖砸到。”李先生说，这三四年里他都坚

持购买大乐透，此前中过上千元的小奖。

这一次中奖的号码是购买时匆忙选填

的，没有过多研究。

“中奖的感觉，真的是很复杂。每期

买好大乐透后， 我都是晚上11点过在网

上查看开奖号码。 中奖那晚上查了开奖

号码后，我一晚上没睡着。”陪同李先生

来兑奖的是他的父母，看得出，他们心情

也十分激动。

李先生告诉记者，领取奖金后，他首

先要给自己配一只长焦镜头， 然后买一

套房子，再做一点投资，同时帮助一些需

要帮助的人，“朋友如果有困难要来借

钱，我能帮到的一定尽量帮。”

“中了大奖，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生

活，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我喜欢平淡的

人生。”李先生说自己会坚持原有的生活

轨道，快乐至上。拿到支票后，他开心地

表示领了大奖回去，还要继续买大乐透，

争取再中个一等奖。

成都商报讯（蔡文婷 记者 汤小均）

昨日，绵阳师院发布消息，由该校承办的

“九洲杯” 第三届青少年机器人活动暨

2012亚洲机器人锦标赛中国区选拔赛，

定于2012年8月15日至8月18日在绵阳市

九洲体育馆举行。

据介绍，大赛期间，将有来自全国

300支代表队、近800名大、中、小学生

参赛。 大赛的主要内容为：VEX机器

人、BDS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迷宫机

器人和模拟机器人等五类机型机器人

比赛。

“如果不是这条狗，事情就恼火了！”

昨日提起自己所养的小狗， 林瑞盛满是

感激。

9日凌晨2时许， 泸州纳溪城市花园

小区停车场内，一辆三轮车突然起火。当

时，停车场内还有20余辆小车。看护停车

场的保安林瑞盛已经入睡。危急时刻，林

瑞盛平日喂养的狗狗，跑到他床前狂吠，

并将卷帘门撞得哐当作响。 林瑞盛惊醒

过来后， 看到停车场内一辆三轮车已经

起火。他提起两个灭火器冲出去，并高呼

妻子报警。待消防赶到时，明火已基本被

扑灭， 除紧挨三轮车的两辆小车受到熏

烤外，其余车辆都没受影响。

林瑞盛说，事情处理完后，狗狗满身

都是灰尘，“我赶紧给它洗个澡， 然后买

好吃的犒劳了它一顿。”

衷雅雪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

深夜，两户农家

还亮着灯。男主人帮忙

抢险去了，妻儿在家中

打开灯，希望为抢险提

供一些照明。

■

下行线抢通了，

列车经过塌方路段时，

乘客被窗外通明的灯

火吸引，纷纷向抢险人

员微笑挥手。

山 体 塌 方

阻断宝成线 追踪

抢险夜，

那些温馨片断

宝成线中断7小时

11趟列车受影响

宝成线朝天段，下行线昨日下午已开通，上行线开通时间尚无法预计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宜宾筠连有

关方面获悉， 发生在8月7日凌晨的巡司

镇双尸案已成功告破，凶手在作案8小时

后被筠连警方成功抓获。

5年前丈夫病逝，37岁的巡司镇小河

村村民林家容独自带着一对儿女生活。3

年前， 林家容认识了在小河村煤矿打工

的筠连县武德乡水潦村人罗泽前。 罗泽

前的妻子多年前去世， 他独自带着三个

娃娃生活。很快，两人开始同居。

但是同居后，因经济和家暴等原因，

矛盾不断出现。今年6月，林家容向当地

法院起诉解除与罗泽前的同居关系，但

法院以双方没有办理结婚手续为由拒绝

受理。

8月6日晚，两人再次发生激烈争吵。

罗泽前用锤子猛击林家容母子头部致其

死亡。由于林家容的女儿小红在外打工，

这才幸免于难。

目前，罗泽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

件仍在进一步审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南溪区以打造 “宜宾区域金融中

心、四川金融生态绿洲、西南投资兴业

福地”为目标，规划165亩土地高规格打

造总部金融街区，并已列入南溪2012年

重点工程项目。目前，规划已初步完成，

预计年底正式动工。

截至目前，已有13家金融机构入驻南

溪区，从业人员500余名。目前，南溪区已

成为宜宾市金融机构最多、网点最健全的

区县之一。

张勇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宜宾南溪区打造金融街区

领走千万大奖

摄影发烧友变“高富帅”

5类机器人绵阳“比武”

停车场起火 狗狗唤醒守车人

同居生活不顺 男友痛下毒手

记者从西安铁路局现场指挥部获

悉，险情发生后，西安铁路局汉中工务

段职工严大香，发现塌方后，立刻通知

工区

2

线道路保养人员刘贵香等分头防

护： 以塌方地点为中心， 在左右

800

米

处，各设置防护网。同时，严大香电话通

知上级铁路部门，紧急拦停途经列车。

昨日， 严大香向记者讲述了当时

的情形。“

9

日中午， 我走到

314

公里

+

200

米的地方，突然听到前方传来轰隆

一声巨响。”他条件反射般意识到：“糟

糕，是塌方了。”随即，严大香朝发出巨

响的路段跑去，跑过一个拐弯处，就看

到塌方的土石已全面侵入上、 下行线

铁轨。随即，严大香使用对讲机呼叫车

站驻站防护人员。

塌方了！

他及时汇报拦停列车

故 事

宝成线朝天段，抢险期间

,

下行线再度被土石淹没

封闭

抢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