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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红牵手马云谋求转型

昨日，曾出品过《橘子红了》《大明
宫词》《红楼梦》的影视公司荣信达以

“一起”为主题，在北京召开“荣信达
20周年庆暨IP2.0战略与新项目发布
会”，公司两位创始人著名导演李少
红、金牌制片人李小婉在发布会上宣
布，马云的云锋基金已经完成对荣信
达的控股，公司将在马云的支持下，从
传统影视公司升级成为集娱乐 IP 综
合运营、影视投资制作、艺人经纪以及
IP 衍生产品经营为一体的综合文化
机构。

荣信达是国内老牌影视公司，由
导演李少红、制片人李小婉于1995年
成立，公司参与出品并制作了如《恋爱
中的宝贝》《盲探》《单身男女2》《大明
宫词》《橘子红了》《人间四月天》、新版

《红楼梦》等影视作品。此外，荣信达在
业界以善于挖掘培养明星著称，周迅、
陈坤、杨幂、杨洋、张静初等都是由李
少红和李小婉一手挖掘出来的。但尬
尴的是，荣信达在最近几年风波不断，
旗下艺人如杨洋、徐海乔、蒋梦婕先后

“出走”甚至闹上公堂。
在昨日的发布会上，公司两位创

始人李少红和李小婉率先登场，两人
宣布荣信达将展开转型，从传统影视
公司升级成为综合文化机构。同时，发
布会现场还公布了一则重磅讯息：马
云和虞锋共同创立的云锋基金已经完
成对荣信达的控股，这也是继阿里影
业、优酷土豆之后，马云与其团队在文
化娱乐产业上又一个重要布局。马云
在为发布会特别录制的VCR中谈到：

“云锋基金能够参与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未来
娱乐经济市场的发展极快，所以，荣信
达这次发展战略的思考、年轻团队的
落实，以及对未来整个娱乐文化产业
的全面整合和开放、协调、协同的这种
思想，我们大家都寄予了很大的期
待。”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9岁男孩出诗集写“爱情”
网友：他懂爱情吗？

9 岁的“铁头”名叫梁胜杰，是北
京史家小学分校学生，今年8月，他出
版了诗集《柳树是个臭小子》。目前，第
二版正在印刷。

2012 年，6 岁的铁头完成了他的
第一首小诗——《梦的颜色》。2014
年，8 岁的铁头完成了《爱情》，昨日，
包括《爱情》在内的几首诗在网上引起
了网友的争议，一部分认为铁头写的
不能叫诗歌，有些词句显得低俗，写诗
肯定是虎妈逼出来的。而一些网友又
认为这个孩子充满想象力，还有一部
分网友认为，一个9岁的孩子，经历过
爱情吗？懂爱情是什么吗？

昨日，铁头的妈妈桂杰接受了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谈自己的教育观：

“我不是虎妈；我没有一个既定教育目
标，我没有逼过他，也没有想一定把他
培养成诗人。”提到网友认为这首诗低
俗的看法，她说自己恰恰认为这首诗
水平很高，她鼓励孩子用诗歌表达真
实的情感。

随后，记者和铁头在电话中聊了几
句，问他喜欢做什么，他说喜欢做牛排，
记者问写诗歌在众多爱好中排在第几。
他说，心情不好，就排在后面一点。记者
又问为什么喜欢写诗呢？他的回答言简
意赅：“因为写诗歌有意思，能表达一些
正常语言说不出来的想法。”

记者让铁头谈谈最喜欢的诗人和
作品。他说，是美国诗人谢尔·希尔弗
斯坦的《阁楼上的光》和海子的《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铁头的妈妈补充说，
铁头受谢尔·希尔弗斯坦的影响最大，
他喜欢那种幽默的诗。铁头1 岁的时
候，便开始认字。家里各种书籍无数，
铁头的阅读量也非常丰富，至今，他读
了上百本书，漫画、小说、科幻书、诗歌
等，样样都有。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我是 1930 年出生的人，2015 年了，
就 85 了。人生呢，总有一些感悟，到 80
多岁以后呢，确实有些感悟。

有一个感悟，叫阅历即财富，阅就是
读书，历，经历。古人说得好：“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全国各地大部分地方吧，我都
去过。新疆、西藏、内蒙古边缘、云南哪儿
我都去过，跑遍了，有好处，是个财富。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西游记》的主
题曲《敢问路在何方》，当年这个剧组有
一个音乐编辑王文华找到我说：“我们
找了几个人写这个主题歌没写好，导演
杨洁都不满意，你来写吧。”我说：“这有
什么问题，没问题啊”，拿过来之后我很
快，不敢说 20 分钟吧，半个钟头左右。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
晚霞”，我特别得意下面这两句“踏平坎
坷成大道，斗罢艰险我又出发”，我很得

意，但到这儿我就卡住了，怎么写也写
不下去了。哎哟，我就苦恼啊，每天吃不
下饭、睡不着觉，两个星期我就在屋子
里转悠，走啊走啊来回走。我的儿子那
时候考大学，躺在沙发上在那儿看书
呢，最后他忍不住说：“哎呀，行了行了
行了，走什么呀，来回走什么呀？你看看
地上都走出一条道来了”。就这句话让
我灵光一闪、醍醐灌顶，我突然觉得我
在哪儿听过、我在哪儿看过。鲁迅先生
的作品《故乡》，那《故乡》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我说对呀，请问路在
哪里，路就在我的脚下，请问？请问不
好，借问？借问也不好，敢问？敢问路在
何方，路在脚下。我说我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看世界了，我眼光一下子看远了。
真的，我要没读过《故乡》呢？我要没念

过鲁迅先生的书呢？朋友们，我到现在
还在那徘徊呢。

我再举我写的词《雾里看花》，《雾
里看花》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央视在做
一个晚会，关于商标法颁布十周年，那
个时候正好是温州假药流行，我说咱们
写个歌打假吧，导演说“好”。结果导演
出去转了一个礼拜回来跟我说：“人家
说没法写，说打假怎么写歌啊，谁出的
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我说：“那我写
就我写。”但真写又很困难，我又写不动
了，打假怎么写歌啊？“劝君不要买假
货，假货真讨厌”，这都不对。总之写不
出来，也是我在那儿转悠，也是我的儿
子烦我把我轰走说：“你别在那儿转了，
太影响我了”，说：“你干脆回屋里，自个
儿看电视去吧。”我回到屋里一打开电
视，正好演川剧《金山寺》，演到法海，白

蛇青蛇掉到水里头去了，法海找不着白
蛇，到这儿川剧有个特技叫“踢眼”，我不
知道大家熟不熟。我说这个好，这个是慧
眼呀，连飞过一只蚊子，这都能看出是公
是母。我说这多棒啊，要不我们人人都有
一双慧眼？进商店一看假货，我不就看见
了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
变幻莫测的世界，涛走云飞、花开花谢”。
一下就出来了。如果我没看过川剧，如果
我不是那么痴迷于川剧，如果我不懂川
剧这个戏，我写不出来，真的写不出来。
我不是说我自己多能耐，没有，只是说你
要去走，你要去多走一些地方、多看一些
地方、多经历一些事情、多见一些人，这
就是你的财富。

年初阎肃在央视《开讲啦》（130期）
的励志演讲稿

2015年10月23日正大食品产品发布会
在成都喜来登酒店隆重举行。四川省烹饪
协会高秘书长，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
国区白宇飞资深副董事长、宋航资深副董
事长以及来自大龙燚火锅连锁、皇城老妈、
成都兢兢餐饮、贵阳佳品天承商贸、天宇食
品、成都天天海鲜等150多位食品零售业和
餐饮业的行业巨头参加了此次会议。盛会
吸引了多家主流媒体的争相介绍。

正大与您携手见证餐桌革命
四川电视台知名美食主持人兰妹主

持了此次发布会。在发布会致辞环节上，
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国区资深副董
事长白宇飞表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及节奏的加快，家庭餐饮由自制转为外
购即食即煮的食品是必然趋势。正大食
品致力于为消费者缩短厨房加工时间，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美味、健康的食品”。

在场嘉宾纷纷表示对正大食品理念
的认可：“正大食品高品质的产品，优质
的服务，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正大的安
全和用心。”

正大食品本着安全、健康、美味、便
捷的理念，发布了围绕方便食品、生鲜系
列、进口食品、红酒茶叶4大类近120款新
产品。并且在发布会现场，通过多种简易
快速的烹饪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制作

了82道美味佳肴，让现场嘉宾亲自体验
新产品的独特风味与便捷。
正大食品用心让健康有滋有味

此次发布会正大食品不仅推广了新
产品，也将正大食品让健康有滋有味的理
念传播开来。在未来，正大食品将会始终
如一的致力于做“世界的厨房，人类能源
的供应者”。这个愿景，将为广大消费者带
来“安全、美味、健康、便捷”的餐桌革命！

正大食品强势登陆四川，川人餐桌将迎崭新变革
——正大食品 产品发布会盛大召开

“一位快乐的老者、一位为大家带来
无数优秀作品的大家——阎肃老师，因
病，27日于空军总医院去世。愿这位和蔼
可亲的老人家一路走好。”昨日一大早，
著名歌手于文华在微博发布阎肃去世的
消息。可是不久后，消息被证实为假，于
文华先是删除原微博，接着郑重发文称，
消息严重失误，并向老人家及家属致歉。
成都商报记者也从阎肃所在的空军总医
院了解到，阎肃目前情况尚好，网传消息
不实。“谢谢众亲友的关心，阎老爷子脑
梗昏迷后，从重度昏迷已转为中度，当然
也要表扬老爷子自己的努力，目前一切平
稳，再次谢谢大家的关心。”阎宇也在朋友
圈对老爷子去世的假消息辟谣，并谢谢大
家的关心。

昨日，阎肃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
态，不过记者通过知情人士从阎宇处了
解到阎肃老师的最新情况。“老爷子昏迷
20 多天了，一直是病危。但是直到 10 月
15日才转成病重，现在是病中，跟之前比
情况在慢慢变好。但是还要继续观察，貌
似还是要慢慢恢复吧。因为现在还没醒，
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恢复期也是
要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据阎宇透露，老
爷子是脑梗，右脑的一条主要神经发病
了。“你看我精神心情这么好，就知道他
情况挺好。”阎宇的精神状态确实挺好，说
话不急不慢的，脸上还有微笑。记者了解
到，阎肃现在在重症病房，外人都进不去。
现场有护士告诉阎宇有媒体在，他就出来
大大方方地给大家说下情况，外界也就都
放心了。至于阎肃老师会不会做手术，阎
宇直言没有做手术：“这个岁数上去就下
不来了。”同时，阎宇也称曾和父亲聊过身
后事，“老人家看淡生死，包括他去了以后
的事都聊过。”

至于于文华的误传，阎宇专门拿出手
机给记者看他发的朋友圈。“对于不小心
传了假消息的那二位，老爷子让我宽厚对
待，算了吧，没事，大家都没恶意。再次感
谢大家的关心，请大家同我一起为老爷子
祈祷越来越好吧，谢谢、谢谢。”另据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护士透露，现在阎肃正在
病房，且情况并不像网上写得那么危急。
至于于文华为什么会发出这条假消息？于
文华并不愿意过多提及和澄清，“该说的
都说了”。

一条名人去世的假消息
震动文艺圈
因为主角是阎肃
阎肃被传去世，儿子辟谣：昏迷了20多天，情况在慢慢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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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剧给了我灵感
写出《雾里看花》

昨日上午，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词作
家阎肃被传去世，哈文、于文华等分别在
微博发文哀悼。随后不久，消息被证实为
假消息，于文华先是删除原微博，接着郑
重发文称，消息严重失误，并向老人家及
家属致歉。虽然阎肃手机一直处于关机
状态，但成都商报记者还是从空军总医
院、阎肃儿子阎宇等处证实阎肃的确在
医院，只不过现在病情稳定，在慢慢变
好。“老爷子是脑梗，右脑的一条主要神
经发病了，已经昏迷了20多天，一直是
病危。直到10月15日才转成病重，现在
是病中。”阎宇通过知情人告诉了成都商
报老爷子的情况，也表示现在阎肃还没
醒，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至于于文华的
误传，阎宇表示对方也是关心，不必去苛
责，要宽于待人。

对于80后、90后而言，“阎肃”这个
名字是陌生的。可是翻看他长长的作品
集，歌剧《党的女儿》《江姐》，歌曲《敢问
路在何方》《说唱脸谱》《前门情思大碗
茶》《雾里看花》《长城长》，京剧《红色娘
子军》《红灯照》《年年有余》，大家会被
他旺盛的创作力而折服。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他和成都的渊
源非常深，1930年出生于河北保定的阎
肃，10岁时跟随父母远走巴山蜀水，在
重庆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
团，1950年正式调到在工作队基础上成
立的西南青年文工团。并在1953年调到
西南军区文工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
前身）任分队长。在成都工作了很长一
段时间的他，现在每次回成都参加活
动，都不会住酒店，一个人拎着包就回
到家中。“老爷子特别随和，每次来参加
节目，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没有助手

陪伴。节目录制结束，他就会回到家中。
家里布置得非常朴素，一进门就是他的
一些非常重要的合影。家里书香味很
浓，给人感觉很舒服。”前两年，阎肃曾
回到成都录制某档音乐选秀节目，全程
接待他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回忆，老爷子
就像个老顽童。“他对节目非常懂，自己
坚持的东西，一点不妥协。但他平时基
本上没有要求，吃住行，都和大家一样。
唯一要求的是必须要睡午觉，晚上他才
有精力录制节目。”

老版《西游记》主题曲《敢问路在何
方》的词作者就是阎肃，曲作者则是阎
肃多年的好友许镜清。许镜清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他也是昨天才听说阎肃
生病的消息，非常牵挂老友。“阎肃的
脑子特别好使，善于将生活中平实的语
言用在歌词中，都是简单直白的语言，
历久弥新。”

阎肃和成都有不解情缘

阎肃，1930 年 5 月 9 日出生
于河北保定，重庆大学毕业，文
学家、剧作家、词作家。创作的歌
词《我爱祖国的蓝天》《下四川》
1964 年获第三届中国人民解放
军文艺会演创作优秀奖。歌剧

《江姐》1977 年获第四届中国人
民解放军文艺会演创作奖。与人
合作的歌剧《忆娘》、京剧《红灯
照》197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
奖。1986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还创作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红
色娘子军》《敢问路在何方》《雾
里看花》等歌曲的歌词。

《敢问路在何方》

你挑着担 我牵着马
迎来日出 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 成大道
斗罢艰险 又出发 又出发
啦啦啦啦啦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雾里看花》

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
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
涛走云飞 花开花谢
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
烦恼最是无情夜
笑语欢颜难道说那就是亲热
温存未必就是体贴
你知哪句是真 哪一句是假
哪一句是情丝凝结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让我把这纷扰 看得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真真切切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让我把这纷扰 看得清清楚楚明
明白白真真切切

《红色娘子军》

向前进 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向前进 向前进
战士的责任重
妇女的冤仇深
共产主义真 党是领路人
奴隶得翻身 奴隶得翻身

阎肃阎肃
是谁是谁

阎肃阎肃
自述自述

自 称“80 后 ”
的阎肃，是文学艺
术界的常青树。

阎肃说：“熟读
唐诗三百首，不会
做诗也会吟。中国
的古典文学特别是
唐诗、宋词、元人小
令、明清散曲是一
个大海，去游泳吧。
读多了，看多了，背
多了，写歌词比较
得心应手。我就是
这么走过来的。当
然，还有一条腿就
是生活，你对生活
一点都不了解，一
点都不热爱也写不
好词来。动真情则
可。”

虽 然 创 作 了
《雾里看花》等脍炙
人口的通俗歌曲，
阎肃却说，他不懂
通俗歌曲，所以一
般不给通俗歌曲比
赛当评委。而让他
看不明白的，还有
当代的歌曲创作。

“总想着一下子就
创作一首歌，一下
子就全国流行了，
一下子就创造出奇
迹。”阎肃说，现在
每年大概有几万首
新歌产生，电视、网
络等媒体播放的歌
曲铺天盖地，让人
无暇辨别好坏。在
他眼里，“急于求
成”四个字似乎可
以最好地概括当代
歌曲的创作风气，
他把这种创作称为

“赶浪”，“大家都想
着像春晚的《常回
家看看》一样一夜
走红，但那需要天
时地利人和。”

阎肃昏迷了20多天，还未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