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全国“书香之家”评选中，成都

共有5个家庭入选。昨日，央视新闻频道记

者特意来到成都，走进其中一个“书香之

家”，采访70岁何定镛一家的爱书故事。

70岁的何定镛曾是成都商报副总编

辑，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除了写书外，还

受邀在温江区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

中担任特约主持人， 分享他的阅读乐趣，

“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

尽管已是古稀之年， 但何定镛精神

矍铄，在温江的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声

音洪亮， 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能得这

个奖，很荣幸。”何定镛说，自己之所以能

得这个奖， 可能和他一家人都爱读书有

关。 何定镛的夫人曾在杂志社和大学图

书馆工作过，24岁的女儿则在泰国清迈

的皇家大学读研， 教授对外汉语，“爸爸

爱读书，我也是耳濡目染。”何定镛的女

儿何睿蓝说。

何定镛的书房有20多平方米，三面都

是大书柜，收藏有约6000本书。具体读了

多少书，他想了想，“太多了，数不清楚。”

迄今为止，何定镛已经撰写各种文体作品

数百篇，达到三百多万字，代表作有散文

游记《行走欧洲》、小说《影子的诱惑》等

等。目前，他除了在写作一部关于四川体

育、武术人才的报告文学外，还准备写一

部名为《成都的诱惑》的长篇小说。何定

镛说， 他希望通过这些年的所见所闻，写

在成都打工的年轻人的故事，希望给这些

年轻人一些生活的指引和建议。著名文学

评论家何开四曾在何定镛文集 《初撩雾

纱》的序中写道：定镛的作品真切、自然，

很容易和读者沟通……他的作品里，没有

玄言虚谈的文字游戏……重要的是有一

种美好的境界。

谈到好书的标准，何定镛认为，一本

好书，必须能够促使你积极向上、阳光健

康地对待未来。另外，每个人要找适合自

己的书，“能促进自己进步，提升自己素质

的就是好书。”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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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下午的终审判决， 让持续10个

多月的“钱杨书信拍卖”一案最后落槌。北

京市高院宣布维持一审原判， 杨绛先生闻

讯后表示很欣慰。记者了解到，杨先生将把

获赔之后的20万元全部捐给公益组织。

终审判决的具体内容为： 中贸圣佳

公司停止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

赔偿杨绛经济损失10万元； 中贸圣佳公

司、李国强停止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

向杨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中

贸圣佳公司、 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

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尽管判决结果与杨绛要求拍卖方中

贸圣佳和收信人李国强共同赔偿 “50万

元经济损失、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诉讼请求在赔偿数额上存在落差， 但杨

先生并不看重钱。 她生活简朴， 乐善好

施。钱锺书、杨绛二人把一生全部的稿费

和版税均捐赠给了母校清华大学， 设立

“好读书”奖学金，至今捐赠累计逾千万

元。面对此次“钱杨书信拍卖”一案的判

赔金额， 杨先生再次决定捐赠是顺理成

章之举。

在“钱杨书信拍卖”一案一审判决之

后，李国强先是表示“打算道歉”，在听说

中贸圣佳上诉之后随即表示 “暂不道

歉”。终审判决后，记者致电在香港的李国

强，他承诺将遵从判决。

目前， 李国强还保存着不少文人信

件，仅钱杨书信，他手里还有几十封，内容

大都和《干校六记》发表事宜相关。他表

示，既然法律对此事（“钱杨书信拍卖”一

案）有了界定，他会更加慎重保存这些信

件。 记者追问他最后将如何处置这些信

件，他说：“杨先生已没有后人。等我老了

以后，没法交给她后代，很可能是捐给博

物馆。”

据文汇报

昨天，《步步惊情》 主演吴奇隆、刘

诗诗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发布会， 该剧

也是吴奇隆与刘诗诗公开恋情后首部与

观众见面的作品。 对于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推出的“一剧两星，一天两集”政策实

行后对演员的影响，吴奇隆表示，“我们

只能尽责任， 片酬也不是衡量出演与否

的唯一标准。一部戏如果很好，有挑战，

拍得过瘾，或者有很多好朋友，都可能是

考虑的因素。演员渴望好戏，这比赚钱重

要得多。”

成都商报记者 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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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四川音乐学院掌门林戈尔：

到川音 我是“装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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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采访成都书香之家

70岁何定镛讲述爱书故事

20万获赔款

杨绛全部捐给公益组织

李国强承诺将遵从判决

昨日下午， 林戈尔在川音的新办公室接受

了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俗话说“新官上任三

把火”，林戈尔虽然上任才一周，但心中已经有

了谱。“我们不能只是专业排在全国前列， 社会

认知度也要走在前面。”而针对之前遭受很多非

议的大师班， 林戈尔直言：“我们今年在签合同

的时候，一定要量化，不然就是作秀。”他同时表

示，要将“大师班”升级为“大师工作站”。

提升川音社会认知度

来到林戈尔的办公室， 他桌子上放了一

堆文件，有不少工作人员正在和他交流。等待

时，记者发现整个办公室非常简单，办公桌背

后的一大面墙， 应该还没来得及挂上字画。

“上任才一周，把所有院领导重新分工，去新

校区调研，听了若干个音乐会，筹办一些大活

动，这就是我这一周的工作。”对于自己突然

担任川音院长，林戈尔表示没有想太多，来了

就要干好。“说实话，以前的学校（四川艺术

职业学院），我是建设者、创造者。到这里我是

清洁工，甚至可以叫装修工，只能在这个近80

年的构架里面，怎么样做得好一点。”

川音和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就在新生路

的两旁。对于林戈尔担任川音院长，有些声音

说，“怎么演川戏的都跑到这里来？”其实，林

戈尔很释怀， 也透露自己其实没什么压力。

“在这个地方工作，所有的学科设置，我都接

触过。我充满了自信。”对于一些疑惑的声音，

林戈尔说：“你是管理者，不是演员或者作者，

是来管理这个学校的部门。从管理者角度，我

自信没有人比我还全面到哪里去。”

提到今年的工作计划时， 林戈尔虽然刚

上任一周，其实心里已经有谱了。“艺术也好，

教育也好，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这个下面，

需要一个量化的指标。 我们川音专业上是一

二三，但社会认知度上也要一二三。如果社会

认知度低，哪怕你在行业内搞得再好，也是孤

芳自赏，没有用。一个地区的教育，它为一个

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服务。如果对社会进

步起不到作用，就没意思。”

川音未来“错位发展”

作为著名的音乐院校， 川音的综合实力

无庸置疑。可是放眼全国，和中央音乐学院、

上海音乐学院等相比， 还是有自己的劣势。

“水平最高的是中央音乐学院，最精致的是上

海音乐学院，还有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

院、中国音乐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的

办学方针，是要错位发展。”

林戈尔提及的 “错位发展”， 是要打造

“合格人才+精英人才” 的模式。“我们既要

出大批量合格人才，也要继续推出‘高精尖’

人才，既有李云迪、陈萨、文薇、宁峰这样的音

乐艺术家，也需要李宇春、何洁、谭维维、王铮

亮这样活跃在通俗音乐领域的人才。”

至于整个学院的策略， 林戈尔总结将从

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川音优势、传统的学科；

二是相对薄弱的艺术理论类学科； 三是提升

通俗音乐的教学质量。”

希望推出《中国好歌剧》

前两年谭维维、 王铮亮被聘为川音副教

授，引发了不少议论，其中的焦点就是他们能

不能保证上课时间。除此之外，川音与廖昌永、

李云迪等知名音乐家签订了大师班的合同，但

由于诸多原因，名人指导学生的效果并不是特

别好。昨日提及此事，林戈尔强调道：“今年签

合同时，我们要给他们量化，譬如不少于多少

课时，要工作好多时间，要有一个工作量。”除

了继续这些名人之外，还要充实理论、创作、教

学其他领域的“大师工作站”。“名人我们要把

他们做实，学者我们要把他们做成名人。”

众所周知，川音涌现出李宇春、谭维维、

何洁、王铮亮这样的草根偶像。而林戈尔所擅

长的是作曲、歌剧，获得过很多奖项，他上任

后会不会看不起通俗流行？“我绝不排斥通俗

音乐，人民群众喜爱的，就是我们努力的。我

们要继续打‘名人牌’，推出我们的明星、名

人、名家，但同时我们也要提升通俗音乐的学

术含量，让其学术化，教育系统化。”

曾创作出《苏武》这样优秀歌剧的林戈

尔，也有自己的“私心”。“歌剧，是音乐艺术

中最综合、最庞大的门类，我们肯定要有所建

树。 前段时间廖昌永提出能否有《中国好歌

剧》《中国好民乐》这样的节目，我觉得我们

就可以做这个，推出《中国好歌剧》等。”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杨绛不满钱锺书书信被拍卖事件 追踪

吴奇隆谈“一剧两星”

演员渴望好戏，这比赚钱重要

时隔两年，大型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

国》 第二季即将从4月18日起每周五晚9点在

央视一套首播。总导演陈晓卿介绍，《舌尖2》

将延续第一季的主题，“探讨人与食物的关

系”。“我们希望，通过‘舌尖’展示中国美食

这个渠道， 能让海内外观众看到中国的人文

传统和社会变迁， 看到中国国民性格中的倔

强、节俭、坚韧。”

陈晓卿介绍，相比第一季，《舌尖2》加强

了对社会文化层面的挖掘，以美食见人生，“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一饮一啄饱蘸苦辣酸

甜”。据介绍，《舌尖2》的主创团队共有30多名

成员，分为8个摄制组，历时一年时间走访拍摄

大江南北150多个地点，以及部分海外拍摄地。

拍摄过程中，摄制团队采用了全新的拍摄设备

（包括高空、水下、红外、显微、窥镜等），从多

个角度呈现中华美食。 为了展现食物细节，摄

制组成员还自主研发与制作了全自动微距拍

摄设备，使拍出的画面更加真实诱人。

《舌尖2》全片共分为《脚步》《心传》

《时节》《家常》《秘境》《相逢》《三餐》和

拍摄花絮8集。

据北京青年报、华商报

《舌尖2》本周五起央视一套播出 每周一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一饮一啄饱蘸苦辣酸甜

李代沫昨被正式批捕

昨日， 北京朝阳检察院在官方微博

发布消息称， 歌手李代沫因涉嫌容留他

人吸毒罪， 昨日正式被北京市朝阳检察

院依法批准逮捕。 记者随后致电李代沫

所属唱片公司， 该公司相关宣传人员表

示，公司希望李代沫能积极改正错误，争

取早日出狱，回到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中。

3月17日， 歌手李代沫伙同另外6人

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某小区的暂住地内

吸食毒品，6人全部被警方抓获。此外，丰

台区一酒店内还有另外两名涉案人员也

随后被警方抓获。3月19日， 李代沫被北

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并

移送至常营看守所。相关律师分析，从李

代沫公众人物身份及他涉嫌犯的容留他

人吸毒罪等多方面因素看， 即便他认罪

态度良好，被判缓刑的希望也不大。

（任宏伟 综合）

《舌尖2》第一集《脚步》简介

包含两层含义 ：一方面 ，每一种食

物的获取都要经过漫长的历程。这一集

中的主人公，一对养蜂夫妇追寻 、收获

蜂蜜的路程，就与蜜蜂们采集花蜜同样

艰辛。据计算，蜜蜂生产一公斤蜂蜜需

要采

400

万朵花。另一方面，食物本身也

会跟随人们的脚步，在各地流转、变化。

从青海的盐湖， 到西藏的密林深处，无

不镌刻着人与食物迁徙的足迹。

林戈尔说，自己绝不排斥通俗音乐

何老说，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

“拍拍动”

使用方法：

苹 果 、

安卓手机用

户可在各大

应用市场搜

索 “拍 拍

动” 下载安

装。打开“拍

拍动”，将摄

像头对准有

“拍” 字标

记的图片，

图片即可动

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