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票数 诗词名称 作者

1 6260 【绝句】 唐·杜甫
2 5767 【临江仙·送王缄】 宋·苏轼
3 5480 【戏题索桥】 宋·范成大
4 5335 【经杜甫旧宅】 唐·雍陶
5 5212 【寄赠薛涛】 唐·元稹
6 5202 【文翁讲堂】 唐·岑参
7 5165 【又於韦处乞大邑瓷碗】 唐·杜甫
8 5100 【二王庙落成陪徐明府恭谒纪事】 清·张凤翥
9 4927 【文翁讲堂】 唐·卢照邻
10 4862 【信相寺水亭】 宋·冯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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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发起的“我爱成都·成都诗词大会”大型城市公益活
动，发布“百首最美成都诗词”，邀请广大市民读者评选“十首最美成都诗
词”子活动，在网上又一次掀起热潮。仅仅截至昨日17：00，就有来自社会
各个行业的近3万人参与投票，评选他们心中的“最美成都诗词”。从成
都商报官方微信、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成都商报客户端三个投票通道
反馈的数据看，已经有25万多张票投出，市民参与热情空前。据悉，杜
甫的《绝句》，以6260票暂列第一。

评选第一天 3万人参与投票

每一位用户（读者）每日有10张票，可从成
都诗词库100首候选诗词里，投票选出十首最美
成都诗词。投票结束后，将最终选出“最美成都
诗词”第一到第十名。参与投票的用户（读者）有
机会获得惊喜。这个消息，点燃了成都商报官方
微信、成都商报官方微博、成都商报客户端三个
渠道的用户热情。

截至昨日17：00，共有25万多张票投出，近3
万人参与了投票。杜甫的《绝句》，以6260票的优
势暂列第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此
诗，昨日在成都引起各个年龄段的人的喜爱。

排列占据第二的是苏轼的《临江仙·送王
缄》。紧接着是范成大的《戏题索桥》、雍陶的

《经杜甫旧宅》、元稹的《寄赠薛涛》、岑参的《文
翁讲堂》、杜甫的《又於韦处乞大邑瓷碗》、张凤
翥的《二王庙落成陪徐明府恭谒纪事》、卢照邻
的《文翁讲堂》、冯时行的《信相寺水亭》。

观众反响：喜欢耳熟能详的名句

教高中语文的杨老师昨日早上在朋友圈
看到别人转发“最美成都诗词”的投票链接，在
她投的十张票中，有五张票都投给了杜甫的
诗。她谈到自己的投票情况，诗圣杜甫对成都
的感情更为深厚，在成都两度居住，度过了三
年九个多月，更留下了200多首描写成都的诗
词。她也为杜甫的《绝句》投了一票，她谈到这
首诗的创作背景，当时“安史之乱”第二年，叛乱
得以平定，严武还镇成都，杜甫也回到成都草
堂。这首《绝句》是诗人住在成都浣花溪草堂时
写的，描写了草堂周围明媚秀丽的春天景色。当
时，他的心情很好，面对这一派生机勃勃，情不
自禁。杨老师认为，这首诗的风景也确实能让闲
适的成都人产生共鸣和对美好景色的向往。天
气好的时候，窗口可以看见西岭千年不化的积
雪。杨老师说，我们很多著名的诗都用绝句，杜
甫是一个写诗的时候让人“语不惊人誓不休”，
所以他就把这首绝句诗千锤百炼。

成都商报记者随机采访了十位投票读者，
大部分会根据自身对诗人的喜好进行投票，比
如投给苏轼《临江仙·送王缄》的大学生小陶。
他表示，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成就，

自己一直很喜欢苏轼。尤其喜欢这首词的开头
两句，“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

来自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古诗词研究
专家刘海，重点推荐了杜甫和陆游的诗篇。“我
首推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最喜欢第
六首。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
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首诗别具情
趣，我们在诗中看到了繁花开满的小径，流连
忘返翩翩飞舞的彩蝶，娇莺清脆啼恰恰的叫
声，而这只是通往黄四娘家的小路，古代农家
小院的环境美可见一斑了，这就是我们成都
传统自然美在诗歌中的明证。诗中没有说黄
四娘是何许人，但通往她家小路的美景也可
见成都人对住家环境的重视和打造。其次，我
推荐陆游的《梅花绝句》，因为青羊宫到浣花
溪二十里路香不断，把成都青羊宫到浣花溪
一带美丽的田园景象尽收眼底，古成都的花
市也尽显其中。如今，三圣花乡、幸福梅林也
少不了这样的传承，这才是今天成都人真正
值得骄傲的。”

特邀顾问解读：
杜甫得票最多？因为——
杜诗，就是一部成都诗史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票数暂居前十的古诗
词中有两首是杜甫的诗。据悉，昨天为杜甫投
票的人最多。对此，成都诗词大会特邀顾问、杜
甫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认为，杜诗就是成都的
诗史，杜诗就是研究巴蜀文化的文献库。杜甫
的诗中还原了成都当时的城市格局与市容，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描绘了成都人口
的兴旺、繁荣。杜甫还描写了成都上层社会优
雅、高档次的文化休闲生活，刻画了成都自古
便有的浓厚音乐气氛。“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
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
闻。”杜甫甚至描写了成都的自然灾害，如“八
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此外，杜甫
的诗能窥见成都当时的自然风貌，“锦江春色
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也能发现成都的季
节交替，城市景观之美好。“以其名诗《春夜喜
雨》几乎已经成为了成都风貌的标志性诗句，
对成都这座园林式城市做了个性化描写。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宝哥哥”欧阳奋强：

杜甫写成都的诗篇又多又好 最爱《绝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最喜爱杜甫

写成都的这首《绝句》。”昨天，正在外地拍摄新剧的著名演员、导演、“宝哥哥”欧阳奋强，也忙
里偷闲参与了成都诗词大会评选最美成都诗词活动。

“成都诗词大会这个活动搞得好！对于普及成都老百姓的诗词知识，提高大众读者的文化
修养，都大有益处。成都，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座诗歌铸就的文化古城。从小爱成都，爱成都
的一草一木，我就是从学习历代诗人歌咏成都的古诗词开始的。不论是去近一点的草堂、青羊
宫、武侯祠，还是去远一点的都江堰、青城山，成都都留下了精美的诗词。当年我在87版《红楼
梦》剧组扮演贾宝玉，需要背诵很多诗词，我还觉得不算难，就是因为从小我就喜欢古诗词。”欧
阳奋强说，昨天他也按照成都商报发布的评选规则，票选了十首他最喜爱的最美成都诗词。

“我的最爱，是杜甫的《绝句》。诗句太美了！据我了解，当年杜甫定居成都期间，住在
成都西郊的浣花溪旁茅屋。闲坐在草堂茅屋里，杜甫就可以透过窗口和门口欣赏成都的
景物。在他眼中，草堂周围远远近近、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景物，共同组成一个多姿多
彩、生动和谐的广阔天地。这首诗歌最能寄托诗圣杜甫在成都的生活情趣，和他对自然
万物、对祖国山河的无限深情。爱成都，杜甫这首诗歌爱到骨头里去了！”有意思的是，在
欧阳奋强票选的十首最美成都诗词中，有6首都是杜甫的诗篇，包括《绝句》《春夜喜雨》

《蜀相》《客至》《赠花卿》《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此外，他还给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和
陆游的《梅花绝句》投了票。

为何如此喜爱杜甫的诗篇？欧阳奋强说：“单就我个人的喜好而言，我觉得杜甫写成都的诗篇
最多最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常去杜甫草堂游览的次数多，外地朋友来成都，总得讲解一下
吧。正好，我也渐渐成了一个杜甫诗歌爱好者。当然，李白、陆游、苏轼写成都的诗词也很不错。”

导演毛卫宁：

投票《春夜喜雨》，
因为它流传千年而不朽

最近几天，曾执导《平凡的世界》《梅花档案》的著名导演毛卫宁正在为自己担任监制的
新剧忙碌。新剧《兵临棋下》是一部以兵棋推演为背景反映抗日战争的电视剧，由毛卫宁的徒
弟张彤担任导演。尽管在忙碌中，毛卫宁还是从100首最美成都诗词中仔细挑选了一首杜甫
的《春夜喜雨》，作为他最喜欢的成都诗词投票。毛卫宁认为，杜甫的《春夜喜雨》，写出了雨后
的最美成都印记，流传千年而不朽，堪称诗歌中的精品。

据了解，在此前赵雷的《成都》走红时，毛卫宁就在个人朋友圈转发了这首歌，还配文称
“成都不仅有‘花重锦官城’，还有小酒馆。”

毛卫宁说，他还喜欢一首写成都的诗词，是柳永的《一寸金》：“井络天开，剑岭云横控西夏。地
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
花溪畔景如画。梦应三刀，桥名万里，中和政多暇。仗汉节、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文翁风化。
台鼎须贤久，方镇静、又思命驾。空遗爱，两蜀三川，异日成嘉话。”在毛卫宁看来，柳永的词多描绘
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其擅长抒写羁旅行役之情。他所描写的城市和风情铺叙刻画情景交融，
而且语言通俗，这首《一寸金》也是所有描写成都的诗词中，最能表现成都繁华风情的作品之一。

出生在北京的毛卫宁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都人，但在30年前从上戏毕业后，毛卫
宁就分到四川电视台当电视剧导演，在成都生活了20多年，早已把这里看作自己的
第二故乡。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张直

明 星

投 票
成 都 诗 词 大 会

评选“最美成都诗词”首日，3万人参与投票

杜甫《绝句》6260票
首日夺魁

指导单位：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
主办单位：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都市教育局、

成都巿文联、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承办单位：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成都商报社

十大最美成都诗篇首日排名

（截至昨日17：00得票排名）

100首成都最美诗词出炉
请你为最爱的十首诗

投 票

投票时间：2月27日—3月5日
三种投票方式：
关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在

子菜单“诗词大会”栏目中投票，每
位微信用户每日可投10首，只要投
满10首，就有机会获得“成都商报”
官方微信送出的现金红包。每天上
万元红包送出，快来抢！

进入成都商报官方微博，在置
顶的微博中点开链接投票。

成都商报客户端“活动广场”
中，“我爱成都·成都诗词大会”专栏
中投票。

紧接01版 对标管理是问题所逼——
是我们改进工作方法、提升精神区位的关键
之策。我们必须运用对标管理方法，深刻内
省、自我透视，直面问题、找准差距，激发斗
志、振奋精神，以一流精神区位干出一流的
工作业绩。

三是搞清楚对标管理“对什么”。
对标管理，关键是搞清楚与谁对标、对

什么标、在哪些方面对标的问题，也就是要
选好标、立好标，为追赶跨越立好参照系、找
准坐标点。

在对标的维度上——注重纵向对标、横
向对标。注重纵向对标，要紧紧围绕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的目标，查摆自身差距、明确努
力方向。各区（市）县和有关市级部门，要围
绕中央实施《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决策
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对成都工作的重大要求，
按照市委“157”总体思路，对照国家中心城
市的标准找差距、定目标，以更有力的担当、
更务实的举措、更积极的作为，在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形成跳高起步、
争先进位的强大气场。注重横向对标，要坚
持“站在月球看地球、站在珠峰看成都”，比
学赶超谋跨越、取长补短攀新高。要放眼世
界，面向国际对标，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标杆、
追赶超越；要跨出省域，放眼全国去对标，大
力提升精神区位，打破盆地意识、省域意识、
西部桎梏，敢与一流比、敢与先进争，在比较
中追赶、在追赶中跨越；要打破圈层，在全市
范围内主动对标，谁领先就向谁看齐，形成
竞相发展、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

在对标的内容上——注重全面对标、单
项对标。注重全面对标，就是要立足整体发
展，科学确定对标体系，全方位学习、全方位
追赶，实现对标的体系化。特别要在全方位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模式的同时，消化吸收再
创新，形成符合发展规律、契合本地实际、比
较优势突出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举措。注
重单项对标，就是要立足重点工作，科学确
定对标内容，分头赶超、各个击破。各区（市）
县要在做好全面对标的同时，结合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的空间、动力、经济、文化、生态、民
生、治理七大任务，分别寻找典型标杆，认真
学习、全力追赶；市级重要部门要在业务工
作创新、政策资金争取、重大节会承办、经验
做法推广等方面，看问题、找差距、树标杆，
加快追赶步伐。

在对标的标准上——注重务实对标、跳
高对标。注重务实对标，就是要立足自身区
位条件、功能定位和资源禀赋，合理确定对
标标准。注重跳高对标，就是要破除“小富即
安”的盆地意识和“慢是自然”的思维定势，
适当提升对标标准。

在对标的方式上——注重阶段对标、动
态对标。注重阶段对标，就是要立足发展规
划，按照近、中、远期分别设立标杆，持续追
赶、久久为功。各区（市）县要根据自身需要，
分3年、5年、10年三个阶段明确追赶目标，
形成梯度分明、层次合理的对标时序。注重
动态对标，就是要立足形势变化，不断确立
新的标杆，循环往复、持续赶超。

四是搞清楚对标管理“怎么干”。
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做到理念上适应、认
识上到位、行动上对路、工作上得力，在实
施对标管理上拿出非常之举；要对照一流、
看齐标杆，在实施对标管理上采取非常之
策，狠抓重大项目招引、重大投资实施、重
点产业培育、重点区域发展、重要改革推
进、城市治理、民生事业、巩固良好政治生
态等工作的落实落地，加快实现赶超跨越，
实现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治理“双升
级”；要团结奋进、勤勉敬业，在实施对标管
理上用尽非常之功，以实干、苦干、拼命干
来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要完善方案、强化
考核，在实施对标管理上铆足非常之力；要
加强宣传、营造气场，在实施对标管理上形
成非常之势，把对标一流、比学赶超的旗帜
在全市鲜明举起来，抓紧形成对标赶超、奋
勇争先的舆论氛围。

唐良智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市上
下要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严密的防范措
施和应急预案，为全国两会营造良好社会环
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认真
组织做好两会期间新闻宣传，充分展现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国、全省、全市的发展成就，借
势借力宣传推介成都，不断提升城市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党的十九大和省、市
党代会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罗强在主持会议时说，唐良智同志的讲
话为我们做好对标管理工作明确了任务、开
拓了思路、凝聚了共识。各级各部门要严格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以对标促改
革、以对标促发展，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
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一
要及时传达学习会议精神。要立即行动、精
心组织，认真传达学习本次会议精神，系统
安排推进对标管理工作。二要狠抓会议精神
贯彻落实。要抓实抓细抓好对标管理各项工
作，领导干部要发挥好带头引领的表率作
用，细化目标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做到每一
项任务有着落，每一个目标有抓手。三要切
实提升工作实效。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定好
位、立好标，对指标间的联系进行层层剖析，
找准自身短板所在，明确薄弱环节，对症下
药，实现精准对标。四要切实加强宣传培训。
要广泛宣传对标管理的重要意义，在全市掀
起对标一流、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积极培
育和宣传先进典型，加强对标方法的学习，
不断提高对标管理水平。

市领导朱志宏、王忠林、陈建辉、刘仆、
胡元坤、吴凯、王波、罗相水、谢瑞武、廖仁
松、王川红、敖锡贵、苟正礼、刘守成、刘宏
葆、刘烈东、徐季桢，市法院院长郭彦，市检
察院检察长吕瑶，市长助理毛志雄、韩春林
等出席会议。

对标一流 比学赶超
争当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