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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最艰苦的评审工作就
在昨日！“成都诗词大会
——历代名人咏成都·全
国书法大展”评审活动昨日
进入到第二天。数位评审主
要是对这一阶段的作品进
行文字审读，按照书体划分
进入这一阶段的数百件作
品。相关的评审对作品文字
筛查，审核错字、漏字（句）、
异形（体）字、习惯写法等等
是否符合规范和比赛要求，
期间还涉及作品本身的艺
术性和书法水平的考量。

这个工作要求太细，
工作量太大，每位评审要审
读几十件甚至更多作品
……就连几位年轻的大众
监委都连连喊“太累了，真
是没想到文字审读才是评
审环节最艰苦的。”文字审
读也许是本次评审环节中
最富技术含量和文化含量
的一环，也是信息量最庞杂
的一环，书体、诗词、版本、
历史、书法艺术、鉴赏能力
等等知识都在这一环节得
到充分体现。而评审们也通
过本次“国家级标准”的评
审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学术
交流，大家都收获满满。

评审今日将
继续进行，最激动
人心的评奖工作
也将在今日进行，
并决出获奖作品。
成都商报客户端、
官方微博今日也
将继续网络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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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在创交会嘉宾们去往熊
猫基地参观的路上，突然出现了两位可
爱的小老师。原来，这两个可爱的小朋
友都是成都商报的小记者，他们的任
务，就是在车上为大家当小老师，介绍
并教读这些描写成都的最美成都诗词。
这两个小朋友一个叫黎宇洋，今年六年
级，一个叫张晶爱，今年二年级，他们都
来自成都市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记者注意到，除了中英文自我介
绍，两位小记者贴心地将成都诗词都
翻译成了英文，以便能让市长和官员
们充分理解诗歌的含义和中华古韵
之美。在去往熊猫基地的大巴上，

“小老师”先是一字一句地教大家读
两首诗歌，教读完毕后还抽查个别嘉
宾的“学习情况”。

黎宇洋声音洪亮气势十足，张晶
爱则谦逊有礼可爱大方。两位化身小
老师的小记者，不仅得到市长和官员
们的满满肯定，更是在现场成了十足
的“明星”。在熊猫基地门前，嘉宾和
小记者们一起朗诵了两首古诗引来
游客们的围观。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不少友城嘉宾都挑
战了这首《春夜喜雨》。对于尝试朗读中
国的古诗词，大家都表示非常有意思。

在朗读现场，虽然大多数嘉宾中
文不算流利，但都学得相当认真，通
常只需要记者教读一到两遍，就能朗
读出来。其中，来自新西兰哈密尔顿

代表团的王乔希（Joshua King），不仅
能流利读诗，发音还非常标准。他悄
悄告诉记者，其实自己学中文已经三
年，之前在天津留学，还参加过汉语
桥比赛。

唯美的古诗词，让市长们充分领略
了中国文化之美，也充分感受到了成都
之美。“这是我第一次来成都，城市里绿
化特别多，感觉很舒服。”来自奥地利的
玛蒂娜·库库尔卡告诉记者，她很爱成
都的火锅，“非常难忘”。匈牙利佩奇市
副市长德奇·伊斯特万一到成都就去
了宽窄巷子，他说，自己瞬间就爱上了
那里的建筑，而成都随处可见的自行
车也让这位市长感到相当惊喜。

记者注意到，不少嘉宾在读诗以后
还特别把有诗词中英文解释的宣传单
页保留下来，准备回去还要继续练习。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实习记者 曾培华 毕丹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历代名人咏成都历代名人咏成都
全国书法大展全国书法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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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评审第二天

文字审读殊不易
评委把关很严厉

不仅如此，评审专家还回过头
给大众监委和工作人员科普纠正
一些常识性错误。“你们看这里的
隔叶黄鹂空好音的‘好’字，当它念
上声的时候不能反着写，但是当它
念去声的时候左右就可以颠倒来
写，就像这里一样。”“别看楷书密
密麻麻的，比起草书、篆书这些来
说显得很小，但是其实要浓缩起来
写成这样手指甲大小的真的很难，
特别是要写出超凡脱俗感觉的，很
不容易。”“这几个字啊，一定要进
入它的‘终端系统’才能接收到它
的信号，要不然还是无法鉴赏到它
独特的美感，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门
道，你们仔细研究，书法还是很有
意思。”

“写楷书就要有‘高僧敲木
鱼’的味道，有节奏，约十响左右
停止，采用间歇偶发式的方法，

‘嘚、嘚、嘚’。”一位评审专家指着
墙上的一件楷书作品给身边的大
众监委介绍楷书的美。他说写字
其实和做人生活一样，看三个境
界，第一在于技术，一些基本的技
法很重要，尤其是笔画和繁简字
不能写错。“书法作品的本体很重
要，这是为后面几层境界打基础
的。虽然这是艺术作品，但还是应
当注重本体；第二就是文化修养，
比如这次作品，都是书写的历代
名人歌咏成都的古典诗词，有人
上下两句都颠倒了，这是犯了大
忌；第三是学问，这是最高一层的
境界。就书法而言就是整幅作品
的气韵，什么气，有多少气，气够
不够，是否顺畅，这些都相当重
要，对作品每个字的架构布局都
应该严格要求。从这方面来说，书
法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一点
都不能马虎。”

据悉，评审今日将继续进行，
最激动人心的评奖工作也将在今
日进行，并决出获奖作品。成都商
报客户端、官方微博今日也将继续
网络直播！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摄影记者 陶轲 实习生 冯傅祎

昨天上午9点整，评审活动准时开
始。9位专家评委、5位大众监委、两位
技术官员先进行了一个简单小结，小
结当下的进度和相关注意事项并分配
当天的审读任务。会上，四川省书法家
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戴跃就文字
审读的流程要求进行简单介绍。“我们
主要对字法，比如篆法、草法有误这些
做出必要的纠正。”根据最后作品错
字、漏字情况的严重程度进行全体投
票表决，最后选出入展的优秀作品。

“不属于主办方给出的100首诗词范围

的，直接拿下，不符合要求的，不留情
面。”戴跃这样解释。

记者也是首次见识这样庞大工作量
的文字审读环节。面对眼花缭乱的书法
作品，各个专家评审按部就班，各司其
职，耐心细心地对作品“挑刺儿”。“这里
写掉了两个字！不对，三个字！写掉了三
个字！完蛋了！好可惜！这幅作品写得很
好，一定是写得太匆忙了。中国书协现在
越来越重视这个漏字错字的问题，真是
可惜了。”评审专家一边摇头叹息，一边
看着作品被取下，十分遗憾。

作品上书写的文字量也很惊人，
特别是一些蝇头小楷，审读起来更是
要花费大把时间。评审专家甚至采用
了“指读法”来研读作品，不放过任何
一个错字漏字。身边的志愿者也不停
在几个版本的诗词和字体写法的词典
之间切换，评审专家们有的坐在凳子
上，有的站在作品面前，有的则要求和
作品保持一定距离，远观整体感受。评
审现场的工作人员、大众监委、志愿者
忙得不亦乐乎。

坦率地说，通过文字审读，书体之间
的差异和写法，给评审也留下了深刻印
象。一些具体的“纠错事例”，评审之间还
会反复考证，翻阅电子词典和古体字词
典来对照。比如有些字没有写成繁体字，
比如繁体字的写法有误，比如诗词的版
本问题，篆书里某些字的错写问题。评审
现场还时不时地响起评审专家小声嘀咕
和交流的声音。有的毫不留情指出作品
的纰漏之处，并在作品旁边的白色小标
签上做好标记，一丝不苟，十分严格。

审读审读 用“指读法”还做标记 认真又严格

规则规则 主要纠正字法 拿下不符合要求作品

科普科普
普及书法知识
畅谈写字三境界

上周，在成都市外事侨务办公
室“家在成都”项目和成都市教育局
的支持下，“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
走进了在成都的国际学校，一首杜
甫的《春夜喜雨》让这群来自世界各
地的外国娃们体会了一把唐朝大诗
人笔下成都的模样，了解这座美丽
的城市。

乐盟国际学校的中文老师李
桥特别为参加这次诗词课的孩子
们挑选了《春夜喜雨》，这首描写成
都春天景色的诗歌，让孩子从古诗
中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李老师为
了让大家更加直观地了解每句诗
的意思，特别配上了与之相对应的
图片。同学们也很快掌握了这首古
诗的读音。每次朗诵时孩子们都在

前面加上了一句“我的家在成都”
也足以感受到他们对成都这座城
市的喜爱。

上万名网友通过成都商报官方
微博直播也参与到这堂别开生面的
中文课中，留言版块里大家对这群外
国孩子的中文能力表示惊讶。

美国女孩安娜来成都已有一
年，她告诉记者自己刚到成都就立
刻爱上了这里，并很快就适应这里
的生活。而另一位美国女孩娜塔丽
娅来成都已经两年了，她说最爱的
食物是火锅、饺子和面条，她觉得
在成都的生活非常快乐，自己已经
从各方面融入了这座城市。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实习记者 曾培华

18位友城市长官员朗诵最美成都诗词：

古诗，有意思
成都，很舒服

外国萌娃组团加入
“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

朗诵季
启动

第52天

昨日，借着创交会的暖暖东风，成都市外事
侨务办公室将“家在成都”工程与成都商报的

“成都诗词大会”相结合，开启了“家在成都·颂
吟蓉城”系列活动，让这些最美的成都诗词走进
了创交会的现场，前后共有18位成都友城的市
长和官员，朗读了最美成都诗词。

专家正在审核作品标注错误

专家们很认真地进行文字审读

成都商报小记者和嘉宾们

东南亚的嘉宾参观成都熊猫基地并集体在门口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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