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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体育

著名艺术家阎肃，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6年2月12日3时07分在北京去
世，享年 86 岁。留下《敢问路在何方》

《雾里看花》《团结就是力量》《打靶归
来》《当兵的人》《小白杨》《说句心里
话》等1000多部（首）文艺精品的阎肃，
去世后牵动众多人的心。

对于阎肃的离开，老伴李文辉坦
言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真到了这一
天，还是不能接受，“大家觉得老爷子
真仁义，让大家过了个年。”儿子阎宇
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老爷子的追悼
会将于18日上午9点在八宝山举行。

“阎肃走完86载人生路。2016年2
月12日3时07分，著名艺术家、空政文
工团创作员阎肃同志因病在北京逝
世。一代艺术大师忠魂陨落，12个大字
敬挽这位德艺双馨的老人：一片丹心、
一腔热血、一身正气。他给世人留下
1000多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
艺精品佳作，鼓舞和激励了一代代中
国人。”在中国空军官方微博“空军发
布”发布阎肃去世的消息后，阎肃儿子
阎宇也通过微信证实了此事。随后，阎

宇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他透露
阎肃是平静离开人世。

除夕当天，阎宇还发微博说父亲
身体各项指标稳定，代老爷子感谢大
家的关爱、陪伴，恭祝所有关心支持他
的朋友们丙申猴年吉祥如意。“因为实
在不方便隐瞒消息到节后，因此不得
不在春节假期向各位亲友报告，如按
阎老的习惯肯定是不愿在这特殊时间
打扰大家的，真的很抱歉！我的老父亲
阎肃，于今晨，2016年2月12日凌晨三
时，平静地离开了尘世。很平静，没有
任何痛苦，就像睡着了一样。老爸因突
发脑梗住院近五个月来让亲友们费心
了。作为阎老的子女其实和很多朋友
的心思一样，本希望他能在晚年多点
轻松享些福的，但老爸没有贪图享乐
的习惯，可能他觉得已经完成了自己
的使命，所以就这么离开了。我们没有
办法改变命运，只能由着他了。很遗
憾，却无力改变，人生的组成里本就有
遗憾的，怎么办呢？真没办法。再次为
打扰了大家的春节假期深深抱歉！”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NBA全明星开打
库里要冲击单场三分球纪录

昨天，2016NBA 全明星周末揭
幕，新秀赛美国队以157比154险胜世
界联队。新秀赛上的MVP是上届扣篮
王拉文，他为美国队拿下了30分7个
篮板，国际联队的命中率也很高，达到
60.4%，尼克斯的红人波尔津吉斯砍下
了30分。

接下来两天将是最有看点的扣
篮、三分赛以及全明星赛，去年首次拿
到三分赛冠军的库里本赛季继续“变
态准”，已经打破了个人保持的单月三
分球纪录，库里在接受采访时暴露了
更加惊人的目标，称要在全明星赛上
冲击NBA史上单场的三分球纪录。目
前，NBA单场三分球的纪录是12个，
由科比和马绍尔共同保持。就在本月
4日，勇士客场挑战奇才，库里命中了
11个三分球，其中首节就命中7个。库
里的态度意味着，他会全力挑战NBA
的单场三分球纪录。今天，全明星三分
赛举行，库里会在比赛中争取卫冕，为
明天压轴的全明星赛预热手感。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又讯 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日前

在2016年NBA全明星赛期间公布了
今年的名人堂最终候选名单，中国球员
姚明携手艾弗森和奥尼尔等入选。艾弗
森和奥尼尔领衔的14人由北美评审委
员会选出，而姚明因在国际单元获得国
际评审委员会提名而直接进入最终选
择轮。据了解，在今年4月5日于休斯敦
进行的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篮
球最终四强赛上，2016年篮球名人堂最
终名单将正式公布。 据新华社

张琳芃出任国足新队长

佩兰下课后，高洪波出任国足新
主帅，2月12日，国足按计划前往厦门
海沧体育中心进行备战训练。在训练
开始前，张琳芃被任命为新任国足队
长，在接受采访时，张琳芃表示：“应该
在球队面临困难的时候勇敢站出来。”

此次高洪波接手国足是“二进
宫”，虽然阔别国足已有4年，但他对
国足依然十分熟悉。张琳芃表示，“这
支球队大部分都是高导带过的球员，
高导离开国家队4年了，通过这4年不
断地学习，这次回来带给我们更多的
是先进的足球理念，还有适合我们这
支球队的技战术打法以及严明的纪
律。就像开会时所说的，一支球队要有
严明的纪律，才会让这支球队更强
大。”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前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
被禁足12年

继此前对布拉特和普拉蒂尼禁足
8年后，FIFA昨日再出重拳，他们宣布
对前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做出处
罚：禁足12年、罚款10万瑞士法郎。在
经过调查之后，国际足联发现瓦尔克
有多项罪行，而在经过内部讨论之后，
最终做出了以上判罚。

今年 55 岁的法国人瓦尔克从
2003年开始进入国际足联，担任市场
与电视总监，从 2007 年起担任 FIFA
秘书长。今年1月份，国际足联宣布解
雇瓦尔克。此后，国际足联继续进行更
深层次的调查，发现了瓦尔克更多的
隐藏罪行。在官网上，国际足联发表声
明列出了瓦尔克的主要罪名有非法参
与世界杯球票销售、挪用公款进行私
人旅行、将世界杯电视转播权私下出
售和销毁赃证四条。国际足联指出瓦
尔克的行为给 FIFA 造成了无法估量
的损失。未来12年内他将被禁止从事
一切和足球相关的活动，禁令即时生
效。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阎肃先生和我都属马，他比我大一
轮。1964年，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创作
的歌剧《江姐》已经正式公演，轰动一时，
瞬间引起全国人民观看热潮，一年内连
演257场。当时，我被剧中的歌词和音乐
深深吸引，为之震撼，为之感动落泪。阎
肃先生当年为创作《江姐》到渣滓洞监狱
体验生活的精神，也让我肃然起敬。

1983年，我正式进入《西游记》剧组，
当我听说《敢问路在何方》的歌词是阎肃
先生创作的，顿时来了精神。这首歌词字
字句句写得非常棒，它把《西游记》取经
精神概括成一种乐观、豪迈、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和人生态度，对于
剧情内涵来说，完全是一种精炼和提升。
阎肃先生曾告诉我，“敢问路在何方，路

在脚下”这句歌词也很有故事。在写这句
歌词时，阎肃先生写了几句后就再也想
不出来，他便满屋子转，从卧室走到客
厅，又从客厅走到卧室。他走累了低头一
看，地板上都是鞋底的痕迹，便猛然想起
鲁迅先生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的名句，瞬间蹦出“敢问
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留下点睛之笔。

作为一名大家，阎肃先生从不骄横，
非常乐于接受意见，只要是好的意见，都
非常谦和地接纳，仅仅这一点，就非常值
得我学习。我还记得，当年我接到《敢问
路在何方》歌词的时候，原来是有两段副
歌的，谱曲的时候，觉得有些词句没有必
要，经过商量，最后把两段并成一段了。
对于合理的修改，阎肃先生都乐于接受，

他说：“你们作曲很难，一共只有7个音，
但是，我们写词好歹有好几万个字，这个
字不行，我们还能换其他字，只要你觉得
合理，需要修改，你就看着办吧”。

回忆起来，我和阎肃先生第一次见
面是在 1985 年，我们随剧组到外地采
风，接触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三
天，但是，阎肃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他和蔼可亲，乐观向上，而且风趣
幽默，语言恰到好处。阎肃先生知识渊
博，妙笔生花。他对《西游记》的故事了
如指掌，无论提到什么情节，他都非常
清楚，非常迅速地知道该写什么歌词。

《西游记》全剧有十三首歌曲，他就写了
十一首。由于他特别喜欢古典文学，所
以他对歌词的写作很有感觉。

跨入春节，连续多日天气晴好，
2016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成为人们春节
出游的人气热点，并吸引包括中央电视
台在内的多家媒体广泛报道。据统计，截
至初六，共有64万人次到成都武侯祠逛
庙会、过大年。据悉，春节小长假虽然已
经结束，但武侯祠成都大庙会精彩继续，
各项活动将持续至2月22日元宵佳节。

游喜神方 人气最旺

猴年新春伊始，市民纷纷出南门，
来到武侯祠，游喜神方，2016武侯祠成
都大庙会人气爆棚。人们祈福纳祥，赏
花灯、看展览、观演出、品小吃，到处一
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乖萌可爱的小喜
神们，在喜神小屋和园区内为大家表
演节目，盖印章，送福帖，在为大家送

去欢笑和福气的同时，也成为最受现
场观众欢迎的小明星。很多观众表示，
过年逛大庙会，图的就是年味、热闹！

花海报春 春意盎然

今年的成都大庙会，天气晴好，春
意盎然。武侯祠博物馆第23届迎春海棠
展，花姿绽放，正在展出。4万余盆精品
花卉：郁金香、仙客来、报春花、蝴蝶兰、
大花樱草，遍布园区各处，让人目不暇
接。花海、花灯、花香……让逛大庙会的
观众不仅感受到节日的喜庆，也感受到
春日的温暖和春天的气息。

观灯看戏 年味浓厚

15组三国主题和猴年主题灯组，
配合空中铺展开的一万多个氛围灯

笼，将武侯祠大庙会现场营造得十分
壮观、年味十足。流光溢彩之间，不同
类型的精彩表演，每天轮番上演，让现
场掌声、欢呼声不断。

专家鉴宝 即将登场

备受广大市民和收藏爱好者关注
的大庙会专家鉴宝活动将在大年初八
再次拉开帷幕。本次鉴宝，再次邀请到
了川内权威考古及文物鉴定专家、四川
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苏欣、唐俐、甘
晓、袁愈高等老师，在武侯祠香叶轩，连
续三天，为收藏爱好者带来的“宝贝”现
场听诊，并与大家分享收藏知识。参加
活动的观众可于活动时间当天上午，到
西区谜语长廊工作人员处提前领取鉴
宝号牌。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2016武侯祠成都大庙会年味浓 人气超旺

阎肃与四川有分不开的缘分。不
得不提的是，阎肃在成都有一个认识
35 年的老友——著名的剧作家、巴蜀
鬼才魏明伦。

2月12日下午，魏明伦正在成都家
中创作，得知好朋友阎肃因病去世，感
到悲痛不已。去年国庆节前夕，阎肃在
住院期间，还发短信告知魏明伦自己
生病住院了不过没啥大事，还不忘说：

“祝魏大帅节日快乐！”魏明伦极为痛
惜，他没想到这一条短信竟成为阎肃
写给自己的绝笔。

1981 年，阎肃与魏明伦一起参加
全国首届优秀剧本的授奖仪式，两人
就在活动上认识了，因为对戏剧的爱
好，他们有了很多共同的语言。很多年
前，他们就一起看戏。“我经常和他一起
看戏，他只要一到成都，我就陪他去省
川剧院看戏。

阎肃在生前也多次来四川参加文

化活动，创作出了《变脸》这样经典的
作品。魏明伦曾创作了川剧《变脸》的
剧本。歌唱家陈小涛多次致电魏明伦，
希望他写一个反映巴蜀文化和绝技的
歌曲，魏明伦就介绍了阎肃。

阎肃凭借对四川文化的了解，和
对川戏的热爱，进行了创作，《变脸》这
首歌最后呈现出来也很成功，歌词将
变脸的神奇描述得栩栩如生。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王勤

阎肃与魏明伦合影

太阳节到纽约扯眼球

3000年前，金沙遗址是古蜀先民挑
选的祭祀宝地，如今，金沙太阳节复原祭
祀大典，重现 3000 年前的祭祀盛况。更
让观众惊喜的是，现场派发了千余个金
面具，让市民戴上并一同祈福。一些市民
表示，“现场祭祀很真实，很感动，让人更
加融入古蜀文化。”

春节期间，一张照片在微信朋友圈
里疯狂刷屏。照片中有两个成都小伙在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大屏前，与大
屏中成都金沙太阳节的宣传画面“金猴
抱太阳神鸟”合影。据悉，这两个成都小
伙是当地留学生，他们在自己的朋友圈
发布了这张“惊喜的遇见”，并表示“没想
到第一次在时代广场看到家乡的信息竟
是博物馆。”

维纳斯邂逅“中华第一吻”

在“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罗
马文物展里，爱神维纳斯和小爱神丘比
特熠熠生辉，它们是古罗马表达爱情的
最好呈现。爱神维纳斯和小爱神丘比特
的雕塑在“永恒之城——古罗马的辉煌”
罗马文物展里可不止两个，可见罗马人
对爱与美的追求。这两位西方“爱神”见
证了古往今来西方情侣们许下的忠贞诺
言，如今爱神也来到了遥远的东方。在今
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走进金沙太阳节，
寻找爱神的踪迹，不正是最浪漫的回忆
吗？

在太阳节园区内，“汉风长廊”勾勒
出汉代成都熙熙攘攘的市井街道，一对
对汉服情侣站在商铺间大秀恩爱。其中，

“中华第一吻”灯组开节以来就十分扯人

眼球，只见两个黄色小人从鹊桥两边缓
缓接近，最后“吻”到了一起。谁说古代的
中国人都是含蓄拘谨的？这“中华第一
吻”可不是彩灯师傅编的故事，它取材于
一个东汉时期的石棺，上面有一幅男女
相拥亲吻的浮雕图。

为情侣们准备了浪漫花海

在电影《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
演绎的完美感情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电影中的经典场景，也一再成为美好爱
情的注脚。在此次太阳节上，下沉式广场
用彩灯、光雕等还原了《罗马假日》的诸
多经典场景——真理之口、许愿池、西班
牙广场。在真理之口验证爱情的坚贞，在
许愿池许下白头到老的心意……情侣们
可一同在此感受“浪漫罗马”，每一天都
过“情人节”。

除了灯组，金沙太阳节更是为情侣
们准备了浪漫的花海。上万盆玫瑰、洋水
仙、百合、郁金香、大花蕙兰等花卉组成
浪漫花海，草坪上铺设着数间田园意式
花房，欧式雕塑、喷泉点缀其中，充满罗
马元素的花景园林，体现着欧式情怀。可

环绕欣赏的大型欧式城堡花雕，代表幸
福的春夏秋冬四季花神雕像，被紫藤和
铃铛缠绕的风铃许愿长廊……这个情人
节带爱的人来金沙，定会收获幸福。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一片花海一片花海 满心幸福满心幸福
有情人今天就约金沙太阳节

阎肃2月12日因病逝世

18日 我们一起送“老兵”

“爸爸在家
就是一个普通
的老头，一个称
职的爹。我和这
个总是忙得不
着家的老头儿
一起生活了四
五十年，也一起
乐呵了四五十
年。但凡爸爸出
门，不管遇到什
么人，花匠、木
工、烧水工，总
是主动先向对
方微欠上身大
声打招呼。有人
请他签名或合
影，他都来者不
拒……”

——儿子阎
宇谈父亲

阎肃是个
风趣幽默的
师长与朋友
文/许镜清（国家一级作曲家，
与阎肃在《西游记》中合作创作多首歌曲）

鉴宝时间：2月15日至17日 14：00~16：00
鉴宝地点：成都武侯祠文物区香叶轩

魏明伦讲述阎肃的四川情缘

一首歌写神
川剧绝活变脸

春 节 长 假
里，“金沙太阳
节”的会场无疑
是成都最热闹最
有年味的场所之
一，不少游客来
到这里穿越秦汉
和罗马，在博物
馆里过了一个文
化年。今天来到

“金沙太阳节”幸
福浪漫将升级，
这里不仅有跨越
千 年 的 爱 神 雕
塑，更有“天下第
一吻”的浪漫彩
灯……据悉，“金
沙太阳节”将持
续到本月22日，
快和你最亲爱的
人一起来到现场
吧。

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