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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看，成都都是一
座有趣的城市。假如我们愿意
绕开“第四城”“国家中心城市”
这些宏大命题，从细节进入它，
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座城市
具有夺魂摄魄的魔力。

比如，成都的川菜夺了无
数好吃嘴们的魂，一菜一格、
百菜百味的美食让他们的味
蕾不得不频频投降。比如成都
的茶馆夺了无数老茶客的魂，
一杯茶、一段光阴的悠闲让无
数匆忙的老板羡慕不已。比如
成都的川剧夺了无数老戏迷
的魂，他们在锣鼓声中穿越古
今、笑傲人生。比如成都的蜀
锦夺了无数美女的魂，丝一般
的细腻与光滑擦亮了世界的
眼……

此时，面对在成都面前失
魂落魄的世界，我忍不住要问：
当成都夺了天下人的魂时，那
么成都的魂是什么？

纵使一千个人眼里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我依然固执
地认为：成都的魂是诗歌，是
那些始于古蜀劳作的号子，
源于秦水汉关的平仄，穿越
唐风宋雨的吟唱，沐浴明月
清风的韵律，是那些一路呼
啸而来的莽汉、非非、整体和
谦谦君子。

自两千多年前，李冰率众
修建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都
江堰，灌溉成都平原，造就天
府之国开始，成都就注定是
一个诗意流淌的城市。“衣食
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
节”，只有物质丰富，人们才
有更饱满而高亢的声音来歌
唱生活，因此“水旱从人、沃
野千里、不知饥馑”的成都生
活状态为诗和远方奠定了坚
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成都周
围的青城山、鹤鸣山是中国
道教的发源地，道家崇尚自
由，追求浪漫、师法自然的生
活形态又为成都诗歌的飞翔
插上了精神的翅膀。

于是，成都才是司马相
如、扬雄的成都，才是李白、
杜甫、岑参、高骈、花蕊夫人、
薛涛的成都，才是陆游、范成
大、苏轼、张俞、魏了翁的成
都，才是虞集、杨慎、李调元、
乔大壮的成都，才是叶伯和、
周太玄、郭沫若、何其芳的成
都，才是流沙河、木斧、孙静
轩、杨牧、叶延滨、骆耕野、杨
牧、张新泉、梁平、龚学敏、李
亚伟、翟永明、柏桦、孙文波、
杨黎、何小竹、万夏、石光华、
马 松 、尚 仲 敏 、周 伦 佑 的 成
都，才是今天众人云集、诗星
璀璨的成都。

诗总是与美好的事物相伴
相生。

在成都，美景是眼中的
诗，如杜甫草堂、浣花溪、驷
马桥；美酒是流淌的诗，如卓
文君当垆卖酒，杜甫青城饮
酒；美食是舌尖的诗，如东坡
肘子、焖蒸鸭子、宫保鸡丁；
美女是盛开的诗，大地春回，
清风送芳……在成都，悠久
的历史、优良的人居、悠闲的
生活和悠然的诗意实现了完
美的统一。

数千年的成都诗歌传统
和新时期的成都诗歌发展，
铸 就 了“ 创 新 创 造 、优 雅 时
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
成都魂。

而守住成都的魂，是每个
诗人的天职。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
名诗人、成都市作协副秘书长）

金秋十月，成都与巴黎，两座优
雅与浪漫的诗歌双子星座，在诗意的
天府之国相遇了！

10 月 12 日晚 8：00，由中共成都
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人民日报海
外版指导，成都市文联、成都市文广
新局、五粮液集团主办，草堂诗刊、成
都电视台新闻频道、成都商报承办的

“2018·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成都
与巴黎诗歌双城会”的开幕式，将在
成都大学体育馆隆重举行。

昨日，参加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
周的百余位中外诗人陆续抵达成都，
他们将通过 5 天的活动，聚焦“成都
与巴黎”，吟诵“诗歌的成都·世界的
天府”篇章，让法国更了解成都，让诗
意成都走向世界。

今晚开幕聚焦：
成都与巴黎的优雅

今晚8：00，“诗歌的成都 世界的
天府”——2018 成都国际诗歌周·成
都与巴黎诗歌双城会开幕式，将在成
都大学体育馆举行。昨日下午，开幕式
的彩排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今晚
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开幕式总导演、
成都电视台的杨冰提前揭秘。

杨冰介绍，整场开幕式围绕“诗
歌双子星座：成都与巴黎，优雅与浪
漫”来打造。根据世界城市与诗歌发
展的历史沿革，整场开幕式分为“古
韵成都——时间深处的诗歌”、“巴黎
与成都的畅想——诗歌构筑的城
市”、“诗歌中城市的眺望”三个篇章，

将邀请20余名重量级嘉宾和诗人上
台，现场演绎十几首诗歌作品，既完
美展现到场著名诗人的风采，经典诗
歌的演绎与解读，又能让观众跟随着
一首首诗歌的意境，达到情感上的共
鸣，展开一幅壮丽唯美的诗歌画卷。

从古韵经典到国际诗歌

现场，在具有成都特色的清音、扬
琴、琵琶等悠扬的配乐声中，杜甫《绝
句》《赠花卿》《春夜喜雨》、李白《登锦
城散花楼》、陆游《成都行》等古典诗歌
经典重现，将观众带回到时间深处。

感受了古韵成都的文化底蕴，紧
接着就展开巴黎与成都的畅想。在“诗
歌构筑的城市”篇章，将为观众展现艾

青《月光》、梁平《凯旋门的英雄主义稀
释了》、保尔·艾吕雅《除了爱你我没有
别的愿望》、阿波利奈尔《米拉波桥》、
蒂埃里·勒纳尔《我的城市》等中外诗
人的作品。此外，余光中《乡愁》、梁启
超《少年中国说》、博尔赫斯《我用什么
才能留住你》、聂鲁达《我喜欢你是寂
静的》、林徽因《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吉狄马加《大河》等作品朗诵，让读者
在时而唯美、时而浪漫、时而激情澎湃
中，追忆青春，回溯历史。

杨冰透露，整场开幕式还利用声
光电及高科技手段，营造唯美梦幻的
创意舞台，充分融入中国特色和成都
元素，结合巴黎的诗情画意，把现场
打造成品味诗意成都的诗歌盛会。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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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在诗意的天府之国相遇

百余中外诗人陆续抵蓉
他们多是“杜甫迷”“成都控”

名家
成都看

■王国平

诗歌是成都的魂

昨日，参加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百余位中外诗人，陆续抵达“诗
歌之城”成都。让我们来看看，抵蓉后的这些诗人们都有怎样的感受？

美国诗人威廉·斯蒂芬·沃拉克：
成都的诗歌氛围，和巴黎很像

“成都的诗歌氛围，和巴黎很像，成都有
很多书店、茶馆和酒吧，大家都在此聚会，讨
论诗歌。”美国诗人威廉·斯蒂芬·沃拉克到
过巴黎，这次来成都，他发现这两座城市共
通之处很多，就连诗歌的氛围都惊人地相
似。沃拉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对第二
届成都国际诗歌周非常期待，因为这场活动
是文化的融合、诗歌的交流，就像一个隆重
的节日，让全世界的诗人们相聚在成都，讨
论同一个主题——如何提升诗歌文化。

委内瑞拉诗人弗雷迪·楠斯：
期待成都给我创作灵感

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主题是巴黎
和成都，还迎来了智利、英国、德国、美国等
国的诗人。

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不
少国外诗人都特别提到了李白和杜甫。“很
期待这次的成都之行，相信对我的创作有很
大帮助。”来自委内瑞拉的诗人弗雷迪·楠斯
说，虽然是第一次来成都，但早就听说过李
白、杜甫，“成都的诗歌氛围很浓厚，这里肯
定会感染来自全球的诗人。”

弗雷迪·楠斯来自遥远的南美洲，成都
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他告诉记
者，自己读过李白、杜甫的诗，他们的诗歌关
心人民关心时事，“他们是伟大的诗人！”说
到这里，楠斯竖起了大拇指。

加拿大女诗人罗尔·莫拉妮也是第一次
来到成都，“还没来得及出去逛逛，但成都给
我感觉挺漂亮的，接下来还有几天时间，希
望好好感受成都的魅力。”莫拉妮说，在加拿
大读过杜甫的诗歌，从他的诗歌中能感受到
他忧国忧民的感情，关心人民的疾苦，为普
通人发声。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邱峻峰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去年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今年
我早点来，老老实实参加。”昨日下午，
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
者张新泉带着心爱的笛子，来到国际诗
歌周活动现场报到。

年近八旬的张新泉表示，最大遗憾
就是没有掌握一门外语，不能直接看国
外诗人写的诗，“语言的问题是一个大
问题，诗人和语言多亲密啊！”虽然语言
交流会有一些阻碍，但希望和国外诗人
进行深入的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他
们对中国诗人的看法，对成都的看法。”

张新泉特别提到，他对诗歌翻译存
在疑问，因为一些翻译家没有足够的诗
歌创作能力。“我希望中国今后的诗人，
起码掌握两三种外语，能直接阅读原文
是最好的。诗歌怎么翻译啊，这是一个
二度创作的过程。”

张新泉说，这次的国际诗歌盛会很
难得。在他看来，生活在地球上，文化、
诗歌都不是孤立的。

在了解别人的同时，他也希望外国
诗人能在成都学学真正成都人的慢生
活 ，喝盖碗茶、掏耳朵，先从这些成都
的传统文化开始了解，“他们心里也会
想，成都的诗人怎么生活的？交流是造
福诗歌的事情。”

张新泉还提到历史的传承，在他看
来，成都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可能有特
殊性 ，这就是文脉的传承，就像人的基
因一样，诗歌的文脉代代相传，灾难、祥
和、富庶、文化的生成、对文化的追求，
让成都成为诗歌的沃土。

伊冯·勒芒 路德维希·哈廷格 库普里扬诺夫 威廉·斯蒂芬·沃拉克 弗雷迪·楠斯 罗尔·莫拉妮

法国诗人伊冯·勒芒：
为了杜甫写过一本书

“我对成都的感情源于对杜甫的敬仰，
我还写过一本书《杜甫草堂》。”法国当代极
具影响力的诗人伊冯·勒芒昨日抵达成都，
在记者眼里他是一个典型的“杜甫迷”。

勒芒去年参加了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
这是第二次来，他对成都印象极好。“我在成
都遇到的诗人很喜欢，我们一起去了成都周
边的乡村，成都平原周边的几座山，知名的景
点。我记忆中小时候的家乡也是如此，被大山
拥抱，和这里环境很像，很美，很有诗意。”

除了成都的美食与美景，当然还有文化。
去年回去后，他写了很多关于杜甫的诗，虽然
他远在法国的布列塔尼，但是20岁的时候就
开始读唐诗，接触到杜甫的诗，由此对中国很
感兴趣。去年，参观杜甫草堂，他看到很多游
客在杜甫像前拍照，就像法国人对待雨果、巴
尔扎克。“虽然杜甫离我们这个时代遥远，但
他的作品有现实意义。”他说，感谢中国诗人、
翻译家树才将杜甫的诗翻译给他。

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他还认识了很多

中国当代诗人，据他所知，中国诗人吉狄马
加即将在法国出版一本诗集，他希望未来巴
黎也可以举办这样的活动，邀请优秀的中国
诗人到巴黎去一起聊诗歌。

奥地利诗人路德维希·哈廷格：
曾跟随杜甫李白的诗“来”了一次成都

喜爱李白与杜甫的诗人太多了，奥地利
诗人路德维希·哈廷格笑着说，自己来成都

“两次”，第一次是通过阅读李白和杜甫的
诗，跟随诗歌的脚步“来到”成都；这一次才
是真正踏上了成都，可以更好地了解李白、
杜甫笔下的成都，“读过很多首他们的诗，
比如杜甫的《春夜喜雨》，写的就是成都的
雨夜。”

俄罗斯诗人库普里扬诺夫也提到了杜
甫。“杜甫、李白、王维，都是中国古代优秀
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与成都还有很多联
系，对吧？”第一次来成都的库普里扬诺夫
说，他听说成都是一座有数千年历史的城
市，有不少历史古迹，“希望在历史古迹中
发现诗歌的创作灵感，肯定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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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奖诗人张新泉：
随身带着心爱的笛子
希望和国外诗人交流

奏响巴黎与成都的畅想曲
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开幕式 今晚8时在成都大学体育馆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