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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朗诵直播晚会

倒计时

近日，关于中通、韵达
等6家加盟制快递企业上
调派件费的消息不断传
出，5月18日，成都商报记
者就此事向相关快递企业
总部进行了确认，申通、韵
达、百世汇通等相关负责
人表示确有其事。各快递
企业表示，本次调价是“企
业内部结算机制调整”，后
期对消费者快件收费有没
有影响，在于各加盟网点
根据市场情况而定。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从成
都市文联成都文学院获悉今年，成
都市文联将拿出100万，重奖第八
届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据了解，
今年的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创
作补贴长篇为三万元，短篇（包括
散文、诗歌）为两万元。此外还根
据创作成果给予相应的扶持金，
其中特等奖重奖20万元。今年的
创作补贴加上扶持金，共达100万
元。同时，《诗歌集结号》导师蒋蓝
等分别因凭借《豹典》、《花儿与手
枪》获得第七届成都文学院签约作
家特等奖、一等奖，双双受聘为成
都市文学院终身特约作家。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不一样的搭档
口技和诗词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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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这首《绝句》几乎家喻户晓，
这首诗搬上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直
播晚会将玩出什么花样？在昨日的彩
排上，成都锦里小学 2 年级 28 名小学
生和74岁的相书大师鲁国华的“老少
搭档”交出了精彩的答案。

一开始，小学生们在舞台上打沙
包、跳绳，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随着
孩子们朗诵朱自清的《春》，鲁国华则
用口技模仿着百灵鸟、布谷鸟、黄鹂等
鸟叫。刚一听到鲁国华的口技，孩子们
都惊呆了，站在舞台上也情不自禁

“哇”了起来。随着不同的鸟叫，孩子们
齐声用稚嫩的声音朗诵《绝句》，让观
众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导演组介绍，这首诗非常短小，一
共就4句，而且家喻户晓，如果就简单
朗诵的话，可能就一闪而过，观众看得
不过瘾。为了挖掘出最好的舞台效果，
导演组专门编排了这个小短剧，还邀
请到相书大师鲁国华。鲁国华告诉记
者，相书被誉为“5尺布帐一张嘴，道尽
世间百态”，和诗词一样都是中国的传
统文化，这一次自己只用了相书中的
口技表演，希望让大家通过诗歌见识
到这门濒临失传的艺术的魅力。

不一样的帮助
小选手家长：语言逻辑有进步

金沙小学四年级的海乐乐是“最
美成都诗词朗诵季”评委特别奖获得
者，这名10岁的小男孩也直接会参加
全民朗诵直播晚会表演。届时，海乐乐
将和龙江小区（南区）的小朋友一起表
演最美成都诗词《春夜喜雨》。

昨日下午，在妈妈黄女士的陪同
下，海乐乐第一次来到成都电视台演

播大厅彩排，刚开始表演时，海乐乐还
有些紧张，渐渐就进入状态，认真地朗
诵还被导演组点赞。“我特别喜欢看

《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这些节
目，我还背了很多古诗，这次来参加晚
会我也认真准备了好久，所以一点都
不紧张，特别期待。”

黄女士说，孩子一直在进行朗诵、
表演方面的学习，一方面可以增长知
识，另一方面是多让他参加活动，树离
自信心。黄女士说，孩子参加这些活动
让他的语言表达、言语逻辑等方面都
有很大进步，“我特别支持他参加这些
活动，成都诗词大会办得真的很棒，给
浮躁的社会能带来很多正能量。”

不一样的感受
诗词和RAP结合

诗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全民
朗诵直播晚会上，除了独具特色的相
书外，四川特有的吟诵、川剧等艺术形
式也将一一和诗词结合，带给大家一
场文化盛宴。导演组介绍，这场晚会将
展现四川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
也会有新潮的 RAP 等形式和诗词结
合，有传统有现代，满足各个年龄阶段
的人来观看欣赏。

“当年走马锦城西 曾为梅花醉似
泥……”这首陆游的《梅花绝句》写尽
了成都的梅花香，二度梅获得者、川剧
名家陈智林则将用川剧形式，将这首
诗唱出来。而曾经古人的吟诵也会出
现在晚会上。四川省吟诵学会会长王
传闻将用四川方言吟诵《经杜甫旧
宅》，有音有调有律，抑扬顿挫，颇像戏
台上的唱腔念白。

除此之外，原创节目《九天开出一
成都》则用时下最流行的RAP来赋予
了诗词新的生命，随着强有力的节奏，
歌手们用独特的说唱念出“九天开出
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又是另
一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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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特别
提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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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还将在新华网、
新浪微博、一直播、网易
直播、腾讯企鹅号、今日
头条、北京时间、搜狐千
帆直播、成都商报客户
端、看度等 10 大平台同
步直播。通过电视、网络
也能同步互动。

九 天 开 出 一九 天 开 出 一
成都成都 万户千万户千
门 入 画 图门 入 画 图
…………

明晚，随着强
有力的节奏，歌手
将用时下最流行
的RAP说唱诗词

RAPRAP

明晚8点，“我爱成都·成都诗词大会”的重磅活动——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
诵直播晚会将在成都电视台1200平方米演播厅举行。这次晚会汇集了国内朗
诵、播音、配音界一线大咖，陈铎、乔臻、刘广宁、肖雄、季冠霖等倾情助阵，成都本
地著名主持人陈岳叔叔、韵陶等也带着自己的声音和观众见面。值得一提的是，
晚会互动形式多样，通过互联网和电视观看，也可以和现场演员一起参与朗诵，
并赢取四川十大书法家的墨宝。

昨日，不少节目正在彩排。据导演组介绍，晚会的诗词演绎有传统有现代，将
赋予诗词新的生命，表演形式既有朗诵、吟诵，也有说唱和川剧，有武术表演也有
相书的独特口技，能满足各个年龄阶段的人来观看欣赏。

昨日，著名电视主持人曹可凡
来到成都，专程拜望巴蜀鬼才魏明
伦，两人从《朗读者》谈到《中国诗词
大会》，讨论了朗读及古典诗歌文化
的回暖。在谈及成都诗词大会活动
时，一向醉心传统文化的曹可凡认
为，媒体发力这些文化活动，对社
会来讲当然是好事情，“能带动市
民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参与。特
别是成都作为一个相当有文化底
蕴 的 人 文 重 地 ，基 础 本 身 就 非 常
好，这一类文化活动会有不错的反
响。”魏明伦则表示，大众开始关注
阅读以及诗歌文化，这说明媒体在
引领阅读风尚、弘扬传统文化层面
起到了促进作用。

曹可凡和魏明伦，都是传统文化
的忠实守护者。“我们应该提倡的是，
诗词也好，其他的书籍和文字也好，
朗读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方式，它不
是目的，我们不能为了朗读而朗读，
而是应该为了阅读而朗读。”

两人还特别提到《中国诗词大
会》的冠军武亦姝，“在她身上，我
看到最多的就是读书的好记性，就
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博闻强记，这对
学习中国古典文化，特别是诗歌来
讲是不可或缺的。大量地阅读和记
忆，实现学富五车，是成为学者的
必由之路。但是此外，还有一类诗
人 是 才 高 八 斗 型 的 ，他 们 属 于 才
子，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属于诗
歌 本 身 的 才 赋 。但 对 大 多 数 人 而
言，我建议多花些功夫，大量地阅
读，勤奋地学习。”

本次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
直播晚会上，“飞花令”接诗句环
节将和场内场外观众互动。届时，
屏幕上会打出一首最美成都诗词
的其中一句，参与者需要回答下
一句，只要回答正确，就有机会获
得奖品。

飞花令接诗句共两轮，每轮答
得最快的 1 名现场观众、1 名打进
热线的电视观众、3名看网络直播
的观众获奖。

特别提醒：通过成都商报客户
端直播参与“飞花令”的观众，下载
成都商报客户端，注册并登录之
后，在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直播
晚会直播页面留言即可（留言按钮
在手机左下方）。留言答题的观众，
接诗词时一定不能有错别字。

两个黄鹂鸣翠两个黄鹂鸣翠
柳柳 一 行 白 鹭一 行 白 鹭
上青天上青天…………

明晚，随着 28
名小学生的朗诵，
74岁的相书大师鲁
国华将用口技模仿
百灵鸟、布谷鸟、黄
鹂等鸟叫

口技口技

川剧川剧
当年走马锦城当年走马锦城
西西 曾为梅花曾为梅花
醉似泥醉似泥…………

明晚，这首陆
游的《梅花绝句》写
尽了成都的梅花
香，二度梅获得者、
川剧名家陈智林则
将用川剧形式，将
把这首诗唱出来

6家快递下月上调派件费

100万！
成都市文联重奖签约作家

派件费上涨是否会导致消费者
的快递费用上涨还有待时间检验，但
同城快递的悄然上涨却是已成事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通、圆通等部
分加盟制快递在4月底的时候，已经将
同城快件平均每单上涨了2元。锦江区
东顺城南街圆通速递的负责人告诉
记者，以前同城寄件主要分为6元、8
元、10元这三个档位，目前是8元、10
元、12元这三个档位，相同重量的快件
一个月前从锦江区发往武侯区是6元，
现在涨到了8元。中通一曹姓快递员告
诉记者，上个月接到过通知说要涨价，
但还没有正式的文件说明，目前APP
上下单和散件收发已经涨了。

成都市物流协会相关负责人认
为，4月部分快递费上涨不完全是因
为派送费即将上调导致的，而是由多
方面原因决定的，但关键还是为了增
加快递员的收入，稳定快递员队伍。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费成鸿

商家说法
“保障末端网点利益”

相关人士称本次调价是内部结
算机制调整，与市场快递价格没有直
接关系，调价目的在于保障末端网点
的利益，促进全网的平衡发展。韵达
快递总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基层

网点揽件数量少，经营形式困难，同
时西部等地区派件相对而言较少，对
应的收益也较低，提高末端派送费，
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他们的效益，促
进全网的平衡发展。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的《2017年中国电商物流与快递从业
人员调查结果》，70%左右的调查对象
月收入水平在3000元至6000元之间，
只有48％的人表示将继续从事这份
工作。圆通相关负责人表示，提高快
递员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稳定快递
员队伍，保障快递行业的服务质量。
据记者了解，“四通一达”、天天快递
是本次派件价格上调的主要快递企
业，各企业将从6月1日起将网点派件
费提高0.15元/件。

按照人均日派送量60单计算，
1000个快递员日均派送费增加9000
元。在采访中，负责配送高新区的某
中通快递员对自己是否能摊到该笔
派送费表示质疑，“快递员那么多，公
司愿意分配那么多钱给我们吗？”他
表示最终快递员是否能获得上调的
派送费还有待验证。

市场预测
会推高快递价格吗

西南财经大学物流系主任梁志杰
分析表示，从供应链角度来看，快递就
是顾客-快递公司-网点-顾客，派送
费是只是供应链内部成本的一部分，
由内部的哪个节点企业承担或者共同
承担都有可能，主要根据快递公司与
网点之间的合作协议。供应链的总收
益就是顾客支付的快递费用，利润就
是顾客支付费用减去供应链成本，由
于内部派送费调整并不会增加供应链
的成本，只是成本的分摊机制发生变
化，有的比原来多承担，有的少承担。
这样，每个供应链节点企业的利润水
平也就发生变化，少承担的利润增加，
多承担的利润减少。除非企业愿意利
润减少，否则就只有把内部转移的成
本算到顾客头上，提高快递费用。

物流快递咨询网首席分析师徐勇
则认为，目前市场快递价格由电商控
制着，同时在同城化竞争的情况下，市
场互相牵制，价格难以上涨，所以提高
派送费很难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成都地区
部分同城快递已涨2元

飞花令接诗句

曹可凡拜访魏明伦
点赞成都诗词大会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张槿熙 摄影 张士博

同/步/播/报

住房城乡建设部19日就《住
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回
应了百姓买房租房中最关心的问
题，直击原有住房租售市场中常
见的一系列“痛点”。

扣留押金或被罚

如果能开心租房，年轻时何必
早早背负巨大的买房压力？可问题
是，租房中遇到房东随意提价、“一
言不合”就被赶、押金说扣就扣的情
况并不少见，这房租得有点“艰难”。

针对这些租房“乱象”，意见
稿提出，住房租赁合同中未约定
租金调整次数和幅度的，出租人
不得单方面提高租金。出租人收
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
中约定押金的数额和返还时间。
除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外，
出租人不得扣留押金。

意见稿提出，出租人扣留押
金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出租人
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强
制方式驱逐承租人，收回住房。对
租赁期限约定不明确，出租人解
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提前三
个月通知承租人。

买房“挖坑”要受罚

买房“陷阱”防不胜防：有捂盘
惜售、散布涨价谣言的“炒作”；有
发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告的“欺
瞒”；有捆绑搭售、分割拆零销售的

“变相要价”。意见稿明确列出了十
一条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禁止行
为，并对“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销
售行为”进行了“兜底”覆盖。

如果开发商在利益诱惑下踩
了“红线”怎么办？意见稿明确，依
法可以暂停合同网上签约权限；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可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50万元
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降低资质
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构成犯
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近年来，全世界白癜风发
病 率 高 达 0.5%-2% 。2016 白 癜
风临床指南指出，我国目前约
有 1800 万例白癜风患者，而经
成都博润白癜风医院临床病例
分析，62.5%的患者处于病情久
治 不 愈 且 反 复 发 作 中 ，还 有
25.8%的白癜风患者未得到正
规治疗。

如何科学治愈白癜风，提
高诊疗水平一直是白癜风医疗
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为提高川
内 色 素 病 专 科 的 临 床 技 能 水
平，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成都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成都市
第二人民医院、核工业 416 医
院、四川省第二中医院、四川中
西结合医院、西南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成都博润白癜风医院等知名色
素病专家联合将于 5 月 20 日在
蓉成立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会
色素专业委员会。

为此，成都博润白癜病医
院等多家三甲医院的白癜风专
家，将于 5 月 20 日至 21 日开展
大型疑难白癜风会诊活动，全
省白癜风患者可以通过拨打成
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热线预约
热 线 028-69982575，即 可 预 约
参与白癜风会诊。

三地色素名医齐聚成都

本周末联合开展
白癜风会诊

我国首个住房租赁和销
售法规公开征求意见

房东不得
单方面涨租金

5月19日，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直播晚会彩排现场

彩排现场，老师表演口技

全民朗诵直播晚会昨日彩排

明晚8点 听诗声朗朗叩动人心
九天开出一成都 万户千门入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