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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07

让诗歌重回大众
回归日常生活

2017年5月17日
星期三

早在一个多月前，吉狄马加就
关注到了成都诗词大会，“现在整
个诗坛回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群
众和人民需要诗歌。诗歌在我们人
类生存中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阅
读、欣赏还是写作诗歌。成都诗词
大会非常有意义，在外地也有一定
的影响，大家都在关注。”

在吉狄马加看来，成都一直就
是诗歌重镇，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变
过，“远的不说，就是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成都在现代诗这一层面也
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今年是中
国新诗100年，各地都陆续有纪念
活动开展，而在这个时候回望中国
古典诗歌文化，是延续我们的诗歌

传统。“成都诗词大会就是应运而
生的，这说明我们成都市委市政府
及文化主管部门是很棒的。让群众
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有意义的诗歌
活动，遇到高品质的文化生活。现
在已经评选了群众最喜爱的最美
成都诗歌，这说明大家是非常有眼
光的。”

吉狄马加特别提到了成都诗
词大会的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书
写最美成都诗词等系列活动，“参
与群众很多，影响也很大，另外又
请了很多书法家和热爱书法的人，
书写最美诗词。古代诗词在形式上
也有所创新，可以更广泛地推动群
众对诗歌的热爱，同时提升老百姓
对诗歌的欣赏水平和阅读水平。”

宜兴紫砂壶魅力大

宜兴紫砂壶一直是茶客们的心
头好，一把出自名家的紫砂壶，在市场
上卖个数万甚至几十万元并不是稀奇
事。为何宜兴紫砂壶有这么大的魅力？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邹辉表示，一把好
的紫砂壶，不仅能够给人带来美的享
受，还能够陶冶性情、启迪心灵。

“一壶茶如果在陶瓷茶具里泡
两天，肯定馊了，但在紫砂壶中再多
泡几天也不会有异味。”邹辉说，紫
砂壶的名贵首先取决于这种特别的
材质，宜兴紫砂具有很好的可塑性，
入窑烧造不易变形，成型时可以随
心所欲做成各种器形，它的透气性
能好，用其泡茶不失原味，色、香、味
皆蕴，比起其他材质茶壶，其茶味愈
发醇郁芳香。其次，紫砂壶使用时间
越长，壶身就越光亮。第三，小小的
紫砂壶承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底蕴，它与“诗、书、画、印”艺术完美

结合在一起，造型精美、形制多样、
文化气息丰富。

名家坐镇特卖会

“宜兴紫砂壶中外闻名，近年来
其市场售价也在不断攀升，一些商人
会用其他产地的泥壶或是低成本的

‘化工壶’冒充宜兴紫砂壶出售，让普
通消费者无法辨别。”买够网生活馆店
长高伟介绍，为了让蓉城市民买到价
格实在的资格宜兴紫砂壶，买够网产
品团队亲赴宜兴考察，最终与当地有
名的壶庄、工作室合作，举行特卖会。

考虑到大多数市民选择紫砂壶
都是兼顾实用性和艺术性，因此，此
次在买够网生活馆特卖的大都是性
价比很高的手工紫砂壶。其中，邹辉
工作室出品的基础款紫砂壶，特卖价
为288~499元，适合紫砂壶入门级爱
好者；由邹辉本人亲自制作的精品紫
砂壶，比如“滴水之恩壶”、“十二生肖

鸡年壶”、“旭日东升壶”等，工精型
美，每款都富含寓意，特卖价低至
2999元。此外，现场还有一批价值几
十万元的收藏级“大师壶”。

为了更好地与各位紫砂壶爱好
者交流，本周五至周日特卖会期间，
邹辉将亲自坐镇买够网生活馆，如何
开壶、如何保养等问题，他将现场解
答。下单邹辉工作室或邹辉本人制作
的紫砂壶，都将获得紫砂壶“证书”，
上面有这款紫砂壶的相关信息以及
邹辉的印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
买。 （余兰）

好茶配好壶 来特卖会买资格宜兴紫砂壶
买够网生活馆本周五至周日特卖宜兴紫砂壶，名家坐镇，特卖价低至288元

宜兴紫砂壶
特卖会
时 间 ：2017

年 5 月 19 日（本
周五）~21 日（本
周日）

地址：成都
市金牛区花牌坊
街 185 号（省档
案馆隔壁），可以
乘坐4、7、37、62、
340 路公交车抵
达附近。自驾前
往，有停车位。

咨询热线：
025-86626666

常言道：水是茶之母，壶是茶之父。对于茶汤的孕育与形
成，壶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层出不穷的饮茶器皿中，备受茶客们
推崇的是，产自江苏宜兴的紫砂壶，“它能够更大程度地开发茶
汤的色、香、味。”

您对宜兴紫砂壶感兴趣吗？您想入手资格的宜兴紫砂壶
吗？本周五到周日，成都商报买够网将携手宜兴知名紫砂壶庄、
工作室，为蓉城市民带来一场规模盛大的高品质宜兴紫砂壶特
卖会。届时，包括邹辉工作室出品的数十款实用型紫砂壶、由邹
辉本人亲自制作的精品紫砂壶，都将以亲民价亮相，最低288
元就买到一把资格宜兴紫砂壶。

此外，特卖会现场还将展售一批极具艺术收藏价值的“大
师壶”，包括范家壶庄创办人范伟群老师制作的“合菱壶”、“妙
心吉祥壶”、“四方竹顶壶”，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评获奖的中国
陶瓷艺术大师范永良制作的“花生壶”、“一捺底乐趣壶”等。这
批“大师壶”价值不菲，市场价最贵的要80万元，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买够网生活馆品鉴。

（广告）

买够网生活馆

邹辉工作室作品 特卖价288元

花生壶 范永良制

滴水之恩紫砂壶
邹辉制
特卖价18800元

合菱壶 范伟群制

十二生肖鸡壶 邹辉制
特卖价5880元

成都诗词大会“最美成都诗词朗
诵季”启动一个多月，吸引了两万余人
在线上线下参与。除了人气奖、最美声
音奖外，还设立了最具分量的评委特
别奖，特邀著名主持人赵忠祥、朗诵艺
术家陈铎联袂担任评委。

最受关注的“评委特别奖”于昨
日出炉，来自天津的林东获得一等
奖；河北姑娘白宇与北京网友“银子”
获得二等奖；成都金沙小学四年级学
生海乐乐、北京大学生赵邦倬和川农
大学生黄雪皓获得三等奖。这些获奖
者有望登上本周日的成都诗词大会
全民朗诵直播晚会。

成都朗诵者
获东方卫视青睐

“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自启动
以来，受到朗诵、诗词爱好者的欢迎，
朗诵者除了可以走进朗诵亭，还可以
坐在家里，对着手机屏幕上传朗读的
视（音）频至成都诗词大会小咖秀和
企鹅FM的合作平台。

截至4月20日最美成都诗词朗诵
季人气奖结束，共有22122人参与。在
成都诗词大会小咖秀的合作平台上，
活动参与人数为17824人，总浏览量
达到1022万；而在企鹅FM平台上，参
与人数为4298人，总点击量为4.5万。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诗词大会也
引起了东方卫视《诗书中华》节目的
关注。节目导演表示，成都的文化氛
围浓厚，他们关注到最美成都诗词朗
诵季的朗诵者中，有老人也有小孩，
都很有诗词功底，节目组特别希望邀
请一些优秀者登上《诗书中华》的舞
台，比如报纸曾报道过的追随杜甫足
迹到成都的医学专家白宪策、获得每
日之星的四个大学退休阿姨、90后美
女大学生万慧欣等，希望通过他们展
现成都人的文化底蕴。

评委点评
静下来朗读是有文化修养的

作为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的评
委，赵忠祥和陈铎在收到视（音）频文
件后立刻开始了评选。陈铎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参赛者都是朗诵的爱好者，
咬字清楚，没有明显地方音。“古诗词
比较难朗诵，要多体会作者情感，在现
有的环境下，朗读者能够静下心来朗
诵，是有文化修养的具体表现。”

赵忠祥认为，此次活动最大的意
义是普及诗词文化，不仅在内容方面
普及诗词文化，也应该推动诗词平仄、
古音等方面的读法。比如《春夜喜雨》，
很多人就把里面的平仄念错了，里面
还有一些入声字，“好雨知时节，当春
乃发生”，按照古音来说，“节”和“发”
都要念入声，“不是要求大家都按照古
人那样去读诗，但至少应该知道。”

专业播音得第一
成都行的一个美好纪念

经过评委认真评选，最终选出
“评委特别奖”一二三等奖。来自天津
的林东凭《春夜喜雨》获得一等奖；在
香港读大学的河北姑娘白宇朗诵的

《临江仙·送王缄》与北京网友“银子”
在企鹅FM上朗诵的《赠花卿》分列二
等奖。值得一提的是，“银子”此次是梅
开二度，此前已获得人气奖。成都金沙
小学四年级学生海乐乐朗诵的《成
都》、正在北京读大学的赵邦倬朗诵的

《绝句》、川农大学生黄雪皓朗诵的《赠
花卿》拿下三等奖。

66岁的林东曾是天津广播台的

专业播音员，由他主播的《新闻909》
《枫叶正红》等名牌节目在天津听众中
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2001年荣获中
国广播播音最高奖——新闻播音政
府奖一等奖。“吃了美食、看了美景，竟
然还能获得大奖，这次成都行算是圆
满了。”昨日，在得知自己获奖后，林东
在电话那头笑着告诉记者。今年4月，
林东应朋友之邀来到成都，这也是他
第一次来到天府之国。“成都真的很
美，我去了草堂、武侯祠、宽窄巷子、锦
里、青城山、峨眉山等，这里有山有
水，又有浓厚的文化氛围。”

林东说，那天他在宽窄巷子闲
逛，偶然看到这个小小的朗诵亭，“我
想给自己的成都行一个美好纪念，把
自己的声音留给这个美丽的城市。”

很早学习小主持
成都10岁孩子获三等奖

网友“银子”在企鹅 FM 上朗诵
的《赠花卿》获得了二等奖，评委的评
价是声音自然、有美感，处理得当。值
得一提的是，在此前的人气奖评选
时，“银子”就凭借1.3万点击，成功拿
下人气奖，获得千元奖励。

“银子”真名叫马琳，北京人，80
后，从事金融工作。马琳说，4月初她
在企鹅 FM 上看到成都诗词大会的
推送就立即参加，先后朗诵了《春夜
喜雨》《绝句》和《赠花卿》三首诗，“很
意外，没想到能得到大家认可。”

马琳最崇拜的诗人是杜甫和李
白，“李白的诗很豪放，但杜甫的诗则
更接近现实。”她特别提到获奖的《赠
花卿》，“‘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几回闻’，你看，这样的诗句简直是恰
到好处。”

三等奖的3名获奖者中，有一名
10岁的孩子海乐乐，目前是成都金沙
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海乐乐朗诵的是
清人吴伟业的《成都》，“万里沧浪客，
题诗问草堂”。有意思的是，海乐乐正
是在杜甫草堂外的朗诵亭朗诵的这
首诗。海乐乐的妈妈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孩子比较喜欢朗诵，很早就开始
学习小主持，“我们希望多让他参加
这样的活动，增强自信心 。”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张槿熙

4天
全民朗诵直播晚会

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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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巿文联成都巿文联、、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四川省书法家协会、、成都商报社成都商报社

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
点赞成都诗词大会

5 月 21 日
（本周日）晚 8
时，成都诗词
大会全民朗诵
直播晚会将在
成都电视台第
二 频 道
（CDTV-2）同
步直播。此外，
晚会还将在成
都 商 报 客 户
端、成都商报
官方微博、一
直播、网易新
闻、腾讯新闻、
今日头条、北
京时间、搜狐
千帆直播等 8
大平台同步直
播。通过电视、
网络也能同步
互动。

报名到现
场参加成都诗
词大会全民朗
诵直播晚会的
市民读者，请
于今明两日按
照我们通知的
指引及时领取
入场券。请记住
凭借本人或者
代领人有效身
份证才可领取，
领券截止时间
为5月18日18
时，过时视为自
愿放弃。

特别特别
提示提示

本周日（21日）晚8点，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直播晚会即将在成都电
视台第二频道（CDTV-2）播出。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也关
注到了成都诗词大会，他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别高兴看到
成都这样一个具有诗歌地标性的城市，通过成都诗词大会这样的形式，再
次让诗歌焕发活力，而这种活力就是让诗歌重回大众，回归日常生活。

吉狄马加说：“诗歌并不是高高
在上的，而和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
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节奏很快
的生活中，诗歌会让我们的生活慢
下来，更好地欣赏我们的生活，关注
我们的环境，关注我们的心灵，关注
彼此之间和谐的精神氛围。”

成都本身有着悠久的诗歌文
化传统，历史上有不少著名诗人生
活在成都。这样的诗歌氛围、诗歌
土壤，也让吉狄马加萌生了在成都

举办国际诗歌周的想法，“预计今
年9月在成都举办国际诗歌周，我
们力邀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诗人
云集成都。我相信这些诗人到了成
都以后，能感受到成都作为一个有
古老诗歌传统，又很现代的城市，
所散发的浓郁诗歌氛围和高品质
的诗歌文化。我也相信这些外国诗
人会在成都找到灵感，写出很多成
都诗歌。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张槿熙 摄影记者 陶轲

成都诗词大会在外地也有影响

预计9月在成都举办国际诗歌周

逾两万人参与，最美成都诗词朗诵季各项大奖出炉

评委特别奖得主
有望亮相直播晚会

■评委特别奖
一等奖 林东《春夜喜雨》
二等奖 白宇《临江仙·送王缄》

马琳《赠花卿》
三等奖 海乐乐《成都》

赵邦倬《绝句》
黄雪皓《赠花卿》

陈铎正在挑选视频作品（图片由陈铎提供）

海乐乐获得评委特别奖三等奖

著名诗人、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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