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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每个地方的春天都有自己的特色，这一次，
想不想去看看别处的春天呢？成都商报环球旅
游俱乐部准备了两大旅游线路供大家选择。

洛阳专列：跳跳舞赏赏花

出发日期出发日期：：44月月1010日左右日左右（（专列具体出发时专列具体出发时
间以相关部门最终批复为准间以相关部门最终批复为准））
广场舞空调专列广场舞空调专列：：洛阳洛阳、、太原太原、、大寨大寨、、五台五台
山山、、平遥平遥、、中卫中卫1010日游日游
硬卧硬卧：：上上23802380//中中25802580//下下27802780元元//人人
软卧软卧：：上上31803180//下下32803280元元//人人
小孩小孩：：580580元元//人人

说到牡丹，一定会想到洛阳！洛阳自古
就是牡丹之城，拥有牡丹品种1000多个。今
年洛阳的牡丹花会时间是 4 月 5 日-5 月 5
日，我们的专列正好在牡丹花开的时候抵

达洛阳。我们还将去到太原、大寨、五台山、
平遥古城、中卫……驰骋中原，有鲜花、有
草原、有仙山、有古城、有沙漠、有绿洲，收
获一路美景。有意思的是，4月10日左右出
发的这趟专列，将在大寨红旗广场和通湖
草原举行两场广场舞汇演，参加汇演10人

以上的每支舞队将获得500元奖励 。
【报名有礼】报名即送可折叠拉杆箱1个、洗
漱用具1套。

美国东西海岸+大瀑布+大峡谷：
升级不涨价

仅余仅余11个团期个团期，，55月月2929日日（（所余名额不多所余名额不多））
价格价格：：1699916999元元//人人（（不含不含13001300元美国签证费元美国签证费
和和100100元元EVUSEVUS登记费登记费））

去年秋天我们组织过赴美产品，东西海
岸+大瀑布+大峡谷14天，16999元一价全含，
由于名额有限，有些读者和粉丝没能报上名，
而今，此款产品的升级版来啦！相比去年的产
品，行程时间相同（14日）、航空公司相同（美联
航直飞），但行程中增加了好时镇、哈里斯堡、
拉芙林（水上赌城）、科罗拉多大峡谷南峡、仙
人掌公园等诸多新的景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我们去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南峡，很多去过
的人都表示南峡比西峡更壮观！更令人惊喜的
是，升级版的美国游不涨价！依然是16999元！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一、通过小咖秀
关注用户“成都商报”，或通过

首页热门推荐，进入话题#成都诗
词大会#，点击立即参与。或者在小
咖秀APP首页找到“活动”专区，进
入“成都诗词大会”就可参与；然后
上传原创视频，发布时带#成都诗
词大会#+视频简介，参与活动。参
与作品按集赞数排名，最终评选一
二三四等奖，一等奖将获得1000元
奖金。
二、通过企鹅FM

1、下载企鹅 FM APP，在首
页推荐栏目进入“情感”专栏，点
击顶端推荐页面，点击立即朗读，
进入成都诗词大会；

2、通过APP首页“分类”栏目
进入“原创录音”专栏，点击“诗歌
美文”进入成都诗词大会，选择
声音剧本进行朗诵。评奖分为人
气奖和最美声音奖。人气奖，将根
据后台数据，按总播放数进行排
名，分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奖金
1000元。最美声音奖，由主播上传
的音频，将由专家评选出 5 名最
佳，设立最美声音奖，每名奖金
300元。
三、将自己录制的诗词朗诵音频

传 至 2810839197@qq.com；视 频
传 至 shicidahuishipin@163.com。
留下相关介绍和联系方式，由主
播上传至相关平台。

青少年组

作品上传
上传邮箱：scxyz2017@163.com
上传标题的格式为：校园组+作品
名称+学校名字+学生姓名
视频/音频两种参与方式学生任
选一种参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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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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是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启动第二天，我们收到了
一份来自洛杉矶的温润声音。著名艺术家、91岁的奥斯卡
华人评委卢燕给我们送来了她的朗诵。一首《春夜喜雨》，从
洛杉矶到大洋彼岸的成都，91岁的老人用声音，让我们在
这个略带寒意的三月感受到春风拂面、诗意盎然。

不止卢燕，著名歌手林依轮，著名演员陆树铭等名人也
用自己的方式分享自己对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的感悟。

朗诵季
启动

第2天

成都商报环球旅游俱乐部请你赏春啦！
目的地：大邑雾中山（正值李花节）时间：3月27日（天气不合适则延期）

生机勃勃的春天，正是走
出去的好时候，成都商报环球
旅游俱乐部也为大家谋了个福
利：免费去大邑雾中山玩一天！

雾中山为大邑古八景之一。
注意那里只有雾没有霾哦，空气
中负氧离子含量超过20000个/
立方厘米，是个洗肺的好去处。

而现在呢，雾中山正是李花
与乌梅花交替开放的时节，乌梅
花现已到花期尾声，而李花节才
开幕不久，白色的李花次第开
放，漫山遍野。比起桃花、樱花，

李花更为素雅，当她悄悄地覆盖
了整个山峦，云雾袅绕中，你会
发现，好一个人间仙境！

下周一（3月27日），成都商
报环球旅游俱乐部将邀请25名
幸运儿和我们一道前往雾中山，
免费游玩一天，只要你曾经通过

“成都出发”报名参加过相关旅
游团，或者为“成都出发”供过稿
（文字、图片都算哦），或者登上
过“成都出发”的“每周一星”栏
目，都是我们邀请的目标。

如果你接到我们的邀请电
话，恭喜你！没有接到我们邀请
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咱们的回
馈活动这才第一场，以后我们
还会不定期组织类似的活动，
多和我们互动受邀几率会更
大。如果你还尚未和“成都出
发”有过互动，我们期待你的到
来！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世界那么大 去看看别处的春天吧
洛阳专列、美国东西海岸两大线路任你选

●成都商报报名咨询热线：

028-86513931
86781911
●报名地址：
成都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
亚太大厦8楼成都商报找
成都出发（仅工作日上班
时间）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昨日，曾在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
中成功塑造关羽的陆树铭，用自己
豪迈爽朗的声音演绎了一首杜甫
的千古名篇《春夜喜雨》。年过六旬
的陆树铭依然精神矍铄，再加上那
标志性的花白长胡须，依稀有神勇
关二爷的风采。

陆树铭最为人称道的角色莫
过于老版《三国演义》中忠勇仁义
的关羽。在扮演了关羽后，陆树铭
说自己的一生都被关公的忠勇仁
义所影响。也许是受三国的影响，
陆树铭说自己非常喜欢成都，因为

这个城市给他的感觉很休闲，“只
有会休闲才会生活。”

“我非常喜欢杜甫的诗词，每
次来成都，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
杜甫草堂。”陆树铭的声音和他所
塑造的形象一样——豪迈大气。
在得知最美诗词朗诵季的活动
后，陆树铭特别选择了一首杜甫
的《春夜喜雨》。和其他朗诵者婉
约的表演不同，山东大汉陆树铭
的声音爽朗豪迈，这首《春夜喜
雨》也被他朗诵得别有风味。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记者 王红强

今年91岁高龄的老艺术家卢燕得知成都诗词大会
的活动后，远在洛杉矶的她抽空朗诵了一首杜甫的《春
夜喜雨》，卢燕还亲自策划制作视频，以特殊的形式为
成都诗词大会点赞。

电影圈的老前辈卢燕是奥斯卡评选委员会首位华
人评委，现为奥斯卡终身评委。作为梅兰芳先生的义
女，卢燕身上也有诗人的气质，她举止优雅，台词功底
一流，关于成都的诗词，卢燕知道很多首，但她最喜欢
杜甫的《春夜喜雨》，这首很久以前就会背诵的唐诗名
篇，卢燕能体会其中的意境。

《春夜喜雨》中对春雨的描写，体物精微，细腻生
动，绘声绘形。在卢燕给记者发来的视频中，也颇具意
味，她首先祝成都诗词大会圆满成功，随后朗诵起了杜
甫的《春夜喜雨》，卢燕一头白发，优雅入画，她的朗诵
非常动情，“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视频的背景是卢燕在好莱坞家中的花
园，花园中鲜花盛开，春意盎然，卢燕动情朗诵，画面非
常具有诗情画意。

2013年，卢燕也来过成都，她非常喜欢成都这座城
市，当时在四川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非常喜欢成都，
但是不能吃辣”。当时卢燕还去了九寨沟，沉醉于四川
的美景。

虽然已经 90 多岁高龄，卢燕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2014年还参演了赖声川导演长达8小时的话剧《如梦之
梦》，卢燕的台词功夫非常好。谈起为成都诗词大会录
制视频的幕后，卢燕表示，这个视频是自己策划创作
的，“我觉得不要跟念书似的背诵，就把声音和视频合
到了一起，背景是我在我家花园赏春色，画外音是我读

《春夜喜雨》，这样会别有一番风味。”卢燕的工作人员
赵先生表示，卢燕老师非常重视这次视频的录制，自己
亲自策划，可以说这是一封来自洛杉矶的“情书”。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昨日，著名歌手、美食品牌“饭
爷”创办人林依轮来到成都。作为
一名诗词爱好者，林依轮特地用醇
厚而温暖的声音朗诵了一首杜甫
的《春夜喜雨》。

多少年前，林依轮凭借一曲
《爱情鸟》火遍大江南北。昨日，林
依轮带着自己的美食品牌“饭爷”
来到成都，这一次，他的身份不再
是歌手，而是一名创业者。

在得知成都诗词大会的活动
后，林依轮认为“非常好”。他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成都有浓厚的文化氛

围，留下了诗词的圣地——杜甫草
堂。林依轮说，自己非常喜欢杜甫李
白，他们都和成都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而作为献给诗词大会的礼物，林
依轮也用自己磁性、温润的声音朗
诵了一首杜甫的名篇《春夜喜雨》。

“现在大家重视诗词，这是对
文化的重视，非常好。”林依轮说，
如今像《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
这样的文化节目火爆，说明大家逐
渐重视传统文化，正在找寻自己文
化的根，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摄影报道

卢燕最爱
《春夜喜雨》

林依轮朗诵《春夜喜雨》献给诗词大会

“关二爷”朗诵的《春夜喜雨》豪迈！

91岁卢燕
从洛杉矶传来温润朗诵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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