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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成都》想着火锅
他写出最美苏东坡
中学数学老师颉江泊
获书法大赛一等奖！

开幕时间： 2017.7.21下午3点
展览时间： 2017.7.21~7.31
咨询电话： 028-86787718
展览地址： 四川省中国书画美术馆
（成都市青羊区百花潭路10号）

听着《成都》写苏东坡拿下一等奖
采访中颉江泊反复提及对成都
的向往。
“因为对成都的美景向往已
久，也十分崇拜苏东坡，所以这次参
与‘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
展’活动，顺便看看眉山的三苏祠。
这次书法活动是一个命题作文，刚
好前段时间《成都》这首歌很火，以
前对这首歌不了解，听了之后，就在
脑海里漂浮着悠闲走在成都街头的
样子，很是惬意。”颉江泊想到行草
书和这首歌的韵味相投，果断挑选
一首苏东坡诗词，创作过程持续了
近 3 个小时，
单曲循《成都》好多遍。
神奇之处在于颉江泊写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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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

天

“先铺好路基，再铺上铁轨，
然后才能跑火车”这是西中文
先生讲解诗词格律时的一个形
象比喻，
其实书法亦然。
成都诗
词大会
“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
书法大展”一等奖获得者颉江
泊竟然是一位26岁的中学数学
老师！凭借一件书苏东坡的行
草作品和对成都的热烈向往，
他拿下了一等奖，记者在采访
中还得知，这件临近截稿日前
一天才“急就章”的创作，竟是
在听赵雷《成都》的单曲循环中
顺利完成的，
书完一看，
没错字
漏字，
一气呵成。
生于大西北、崇敬苏东坡
的颉江泊，终于有了首次成都
之行的上佳理由：
“7月21日的
大展，我一定带着全家人到成
都领奖！
”

后，发现全幅作品没有出现一个错
字，这使他很意外，之前的作品中多
多少少都会有个别错字，更没想过
会获得一等奖。其实结果一公布，他
也感慨，一等奖三位获奖者都是国
展常客，虽然从未没见过面，但几人
在画册上经常“碰面”
。
颉江泊的爱人毕业于四川大学
历史系，如今和颉江泊执教于同一
所中学，对成都有深厚感情，所以每
每提到成都她就劝颉江泊尽快去看
看，如今，奔着 7 月 21 日在四川中国
书画美术馆的书法大展，一家人的
暑期之行圆满了。

能写字是一件幸福的事
颉江泊的家乡是在文化氛围颇
浓的甘肃天水县，从小就受当地文
化影响，喜欢书法。与书法最初的接
触，是家里客房邑人王金慎的中堂
对联和费新我先生的四条屏，
那时还
没上学的颉江泊在爷爷和父亲的耳
濡目染中模糊地知道字里有骨头还
有血肉，
并好奇
“骨头”
在哪里。
后来，
村子里遇上红白喜事和逢年过节
时，颉江泊总会在父亲身旁看他写
字，当时觉得能写字是一件幸福的
事。上学后，由于老家地处偏远的农
村山区，乡村老师只是说他的字写
得好，但没有说如何写得更好，对书
法颉江泊全凭爱好在学习。
十七岁那年上大学，在“金城”
兰州接触到了大量字帖，让颉江泊
很是兴奋，但苦于这个过程一直是
在闭门造车。2013 年的暑期一个偶

然的机会颉江泊来到草圣故里-瓜州，参加甘肃省书协第十期创作
提高班，这次偶然的学习机会，成为
他书学路上的起点。后来颉江泊也
断断续续参加了各种书法学习和培
训班。现在除了工作外，书法几乎就
是颉江泊的全部。家里人也特别支
持他在书法上的坚持，为他承担很
多家务，
“ 拿到一等奖，最该一起分
享的就是我的家人。
”
颉江泊学习书法期间没有老师
指导正规系统的学习，
“主要是工作
太忙，教三个高中班的数学、兼任班
主任，
时间少得可怜。
”
他一直挺羡慕
一等奖其他两位获奖者，
都能比较灵
活安排的时间。
另外，
“我对本次在评
奖环节进行网络直播印象深刻，
很满
意评选作品能以这么公开透明的方
式对外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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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江泊对书法的感悟：

多去掉一些自我，
才可能多一点古人
一、正本清源，
崇尚经典
米芾云：
“ 草书不入晋人格辙，徒
成下品”，其实其他书体亦然。
“我认为
在学习书法之前非常有必要厘清中国
书法发展的脉络和根源，只有我们对
中国书法这条浩瀚长河有了纵览之
后，方可知书学的高峰何在，也会清楚
每个时空段上的小高峰何在。中国书
法史上碑学和帖学孰高孰低的问题仍
存争议，但是对于经典与其花更多的
时间去给他们排座不如花时间去向他
们靠近。只有对中国书法史的发展历
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之后，找到
书法的源与流，明白各种书体之间的
转化关系，才会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
相对科学和理性的走向经典。”

二、精准临摹，
还原经典
临摹是通向经典的不二法门，关
于如何临帖，历代书论与今人有很多
高见，颉江泊提到了“精准临摹”。精准
临摹是完全像复印机一般的复制古人
书写，这个过程其实是在零距离的揣
摩古人的书写节奏，进而还原古人的
书写实境。否则只是在拿古人的贴练
自己的毛病，只会根深蒂固。一遍遍的
临摹就是在一遍遍格式化自己，多去
掉一些自我，
才可能多一点古人。”
颉江泊提到，我们看一幅作品时
首先注意到的是整体形式和视觉感
观，而识别具体文字内容应该是书法
的第二本质。
“我认为真正的风韵气息
都在于整幅作品给人的视觉感受和想
象空间里，所谓气韵就在流淌在字里
行间。真正的艺术大师的过人之处就
在于对这种感觉的把控和拿捏。因此，
精准临摹是通向碑帖之气象和神韵的
必经之道。
”

三、综合修养，
仰望经典
“先铺好路基，再铺上铁轨，然后
才能跑火车”这是西中文先生讲解诗
词格律时的一个形象比喻，其实书法
亦然。在学习书法本体的同时要全面
提升自己的综合文化修养，字外功的
学习一点不可马虎。对于字外功我们
经常指的是读万卷书，其实行万里路
更为重要。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实习生陈霞

正在预热的成都诗词大会“历
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活动
火热进行中！通过互联网传递公益
文化，让数千件书法作品走入成都
千家万户，全民近距离接触书香美
字。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参与其中。成
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
书法大展”倒计时4天，
敬请期待！

抢字活动安排
即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
每日中午12点，
100件精彩书法
作品免费抢抢抢！

参与方式
1、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或搜
索公众号
“成都商报”
并关注；
2、
在
“成都商报”
公众号的对话
框中，
输入
“书法大展”
并发送进
行抽奖；
3、公众号会立刻回复抽奖结
果，
按提示操作即可；
4、中奖者的领取方式也在公
众号中获取。

全国书法大展作品集
火热预定中!
作品集由成都时代出版
社全国公开出版发行，收录本
次入展的200多件书法精品，
典雅精装，印制精美，着力体
现“文质兼美”的效果，每册定
价188元，为回馈各位书迷，现
在预订特价每册155元。
购买方式：
1.
“岁月艺术”
官方微店在线
购买；
2.银行转账汇款到四川
岁月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指定
账户，汇款时需备注姓名及收
货地址，公司名称：四川岁月
文 化 艺 术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7411010182600218103， 开
户行：
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3. 成 都 城 区 提 供 送 货 上
门，
货到付款。

颉江泊获一等奖的作品

成都商报专访《我的前半生》主演马伊琍——

不管婚姻，
还是友情，
你跟别人其实都是合作关系
新角色“作”得过瘾：艳丽造型符合人设
正在东方卫视播出的《我的前
半生》，
是马伊琍生完二胎复出后的
第四部作品，
凭借去年出演的《中国
式关系》，
马伊琍入围了今年上海电
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不过，和马伊琍以往演绎的角色不
同，
《我的前半生》中，
她饰演的罗子
君是个生活完全依赖丈夫的全职太
太，
身着张扬的红衣，
色彩艳丽的造
型和像方便面的发型令网友诧异
“这样的造型真的是贵妇吗？
”
对于这样的质疑，
马伊琍表示，
别人负责清淡，罗子君一定要负责
花红柳绿，因为这个人物本身性格
非常丰富，
她的出现必须是这样的。
在马伊琍看来，造型不以好看为目

的，
而是一切以角色为主出发。
剧中
的罗子君造型颜色艳丽，不仅符合
人物性格，也符合当时人物的精神
状况，
“我穿这身衣服进场的时候，
演我妈妈和妹妹的人都惊着了，但
是大家觉得特别符合子君当时那个
已经完全不知所措的状态。
”
关于罗子君这个角色，马伊琍
坦言，自己的性格与罗子君截然不
同，之前演过的角色大部分都是一
上来就设定为女强人的女性，很少
有弱者形象，
“ 其实每座城市都有
比较”作“的女性，以前一直没有这
样的机会，这次有机会我觉得还挺
过瘾的，因为生活当中自己完全不
是这样的，
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生活中要学会自省自查

马伊 琍 在《我
的前半生》中
扮演罗子君
图据东方卫视

要说最近最热的电视剧，非正在东方卫视播出的《我的前半生》莫
属。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由靳东、马伊琍、袁泉主演，在东方卫视播出
后，首播就破一，在苛刻的豆瓣上，也冲上了 8.2 的评分。剧中关于婚
姻、事业的讨论也成了热议话题。
剧中女主角罗子君遭遇丈夫出轨，
而在现实生活中，
罗子君的扮演
者马伊琍也曾有类似经历。
昨日，
马伊琍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人格独立，忠于自我”是她的坚持。在她看来，
不管婚姻，
还是友情，
跟别人其实都是合作关系，
如果你不独立，
或者你从来没有站在对方的
角度去考虑，
那么这个合作关系总有一天会崩塌。

实习编辑 彭怡

在《我的前半生》中，马伊琍饰
演的罗子君 35 岁，大学毕业后成为
一名又闲又有钱的全职太太，在家
相夫教子。不料，老公陈俊生（雷佳
音 饰）爱 上 了 公 司 同 事 并 提 出 离
婚，平静无忧的生活从此打破。罗
子君的经历总让观众联想到马伊
琍和文章几年前的“周一见”，婚姻
和生活成为《我的前半生》热议的
话题。
剧中，罗子君从丈夫出轨前的
全职太太到后来的职场女强人，马
伊琍也在这个角色中加入了自己
对人生的理解。
“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学会自省、自查。因为人如果
能够觉察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又要
学 会 走 出 那 一 步 去 改 变 ，是 最 难
的。我觉得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是有
问题的，但是很多人只是一味地看
美编 冯成 黄敏

别人身上的问题，没有看自己的，
我觉得学会自省、自查是非常重要
的。剧中的罗子君就是因为后来逐
渐开始自省、自查了，才会活得比
原来更加光彩。
”
虽然罗子君面临丈夫出轨，但
马伊琍认为，婚姻出现危机绝对不
是一个人的问题，
“ 罗子君的责任
是过于依赖对方，把对方当成了自
己的全部，失去了自我，让陈俊生
觉得压力很大、很累。”在马伊琍看
来，剧中的这场婚姻，陈俊生始终
在迁就对方，
“ 可 以 迁 就 一 年 、两
年、三年，但是撑不过五年，更撑不
过七年，时间长了总是不开心、不
乐意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抛开迁
就，彼此交融到各自的生活当中，
然后彼此学会换位思考，这个很重
要。
”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成都商报

家庭，是最后总要回归的地方
一直以来，
无论是戏内还是戏
外，
马伊琍从角色到本人的性格，
都
给人独立的印象，
也收获
“马司令”
的绰号。
“女性要独立、
要有自我”
都
是她恒定不变的话题和处世哲学，
强大到令许多男人都要汗颜。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
马伊琍也多次谈到女人一定要独
立，
“不管婚姻，还是友情，还是工
作，你跟别人其实都是合作关系，
如果你不独立，
或者你从来没有站
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那么这个合
作关系总有一天会崩塌的。
”
马伊琍说，自己一直认为独
立是女孩子最基本，也是能在这
个社会上好好生存下去的品质。
“因为独立，不管是对你自己，对
你的朋友、还是对你的爱人来说，
都不会给别人添麻烦，只会给自
己加分。但是女人要在什么样的
年龄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也不要
一味的表现得太要强让人家觉得
没有亲近感，因为无论如何家庭
也是最后要回归的那个地方。”
对于自己在事业和家庭上的
选择，马伊琍表示，自己不会选择
完全放弃事业在家相夫教子，
“我
可以选择在家里休息，我也可以
想要工作的时候就选择出去工
作，相对来说现在我比较满意当
下的状态。”马伊琍告诉记者，女
人在家相夫教子没有错，但是千
万不要失去自我，这也是最重要
的，
“不管是有一点自己喜欢做的
事业也好，还是拼搏事业的女性
也好，都不要忘了，千万不要失去
自我。
”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朱玲玲

腾讯微博：
@成都商报

任茜妈妈：
现在最担心女儿长胖

昨日，2017 年国际泳联游泳世
锦赛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展开第三日
争夺。
在女子双人 10 米跳台预赛中，
刚刚与练俊杰携手夺得男女混双 10
米跳台冠军的任茜，又与队友司雅
杰 一 起 凭 借 惊 艳 发 挥 ，以 总 成 绩
334.32 分在女子双人 10 米跳台预赛

对于 3 岁学体操，6 岁学跳水的
川妹子任茜来讲，
本届布达佩斯游泳
世锦赛与里约奥运会最大的不同就
是，
自己要担当混双 10 米台、
女双 10
米台及单人 10 米台，三个项目的冲
金任务。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联系到了
任茜的母亲任永燕，
听诉了不少她对
聚少离多的女儿寄予的温存语言。
“我在汶川这边的山上，
没有转
播频道。
昨天都是通过亲朋好友，
才
晓得她夺冠的消息！女儿取得好成
绩，
我当然很高兴！
”任永燕说。
谈到女儿目前的状况，
任永燕表
示很担心，
“16 岁，她正处于发育阶
段，
发胖的状况很明显。
”
对于一名跳
水运动员来讲，是一个很致命的问
题。
“我希望她能挺过这一关。
现在，
很多人都在说她发育期的问题，
我作
为母亲，
还会担心她有叛逆的想法，
所以也不好说多了，
多是以鼓励的方
式在跟她交流。
我是很担心她这个阶
段的。
”
任永燕也对女儿寄予了期许，
“她既然已经干了这行了，
我现在就
希望她好好踏实训练，
一步一步努力
加油！
好好把这行做好。
”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涵
影讯

7 月 19 日、7 月 23 日放映安排
（主城区及天府新区每周三、
周日放
映 ，二 三 圈 层 区（市）县 每 周 日 放
映）：影片名为《血战湘江》，放映影
城包括太平洋影城（春熙店、
王府井
店、
川师店、
新城市店、
金沙店、
沙湾
店、
金牛店、
金色海蓉店、
武侯店、
紫
荆店、蜀西店）、万达影城（锦华店、
金 牛 店 、成 华 店）、峨 影 1958 电 影
城、和平电影院、东方世纪影城、星
美学府影城、
星美国际影城（大悦城
店、戛纳店）、339 电影城（新时代高
塔）、影立方 773IMAX 影城、保利国
际影城（奥克斯店）、星美国际影城
（戛纳店）。
（注：个别影院因节目原
因会存在放映影片与影讯不符，请
以实际放映为准）了解详细信息请
关注官方微信
“文化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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