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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成都马拉松组委
会发布公告，宣布原定于10月31
日进行的2021成都马拉松将延期
至11月28日进行。

在公告中，成马组委会首先
感谢了所有跑者五年来对于成
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随后表
示，由于近期国内多地出现新冠
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为了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
安全，组委会决定将今年的成马
举办日期由10月31日延期至11
月28日。

据记者了解，所有获得参赛
资格的选手如继续参赛，仍须符
合2021成都马拉松《竞赛规程》和

《报名须知》中相关参赛要求与赛
事防疫规定。因赛事延期无法更
改行程继续参赛的选手，可于10
月31日22：00前，登录赛事官网或
马拉马拉App个人中心进行退费
申请。报名费将于7-10个工作日
内原路退回，同时组委会将保留
选手的参赛资格至2022成都马拉
松。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
博 裴晗

经过8天的复赛、半决赛、决
赛，10月24日晚，由中国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
办，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十
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个项目
的20名金钟奖获奖选手已全部
产生。

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设钢琴、声乐（美声）、声乐（民
族）、古筝四个项目的复赛、半决
赛、决赛，共计44场高水准的音
乐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
届金钟奖的决赛阶段，四个组别
全部由乐队协奏、伴奏。声乐（美
声、民族）决赛由张国勇执棒贵
阳交响乐团伴奏，钢琴决赛由景
焕执棒广州交响乐团协奏，古筝
决赛由林大叶执棒深圳交响乐
团协奏。

记者了解到，这次四川选手
在金钟奖比赛中成绩优秀，四川
音乐学院选送的选手孙麒麟获
得钢琴组第一名，四川音乐学院
选送的选手张宇获得声乐（民族
组）第四名。

10月26日晚，第十三届金钟
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音乐会将
在成都城市音乐厅隆重举行。届
时，最新一届金钟奖获奖者将在
本届金钟奖闭幕式音乐会舞台
上带来精彩的表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今年秋天真短，短到有网友
发明了新词汇“春夏咻冬”，形容
秋天咻的一下来了，又咻的一下
走了。和“咻”天截然相反的，是今
年超长待机的汛期。

10月25日，记者从四川省气
候中心获悉，四川省常年汛期为
5-9月，但今年汛期延长至10月
20日才结束，长达173天。

汛期汛期//
全省降水量
较常年同期偏多15%

25日，四川省气候中心介绍，
10月20日，四川省汛期结束，这次
超长汛期长达173天。

据 了 解 ，今 年 汛 期（5 月 1
日-10月20日），四川省降水量
923.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5%。
盆地除盆南东部、盆地西南南部
外的大部分地区及凉山州中部、
南部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上，攀西
其余地区、盆南东部、盆西南南
部、川西高原降水量500-800毫
米。甘孜州得荣县293.9毫米，全
省降水量最少。

盆东北大部、盆西北东北
部、盆西南局地、盆中局地降水
量在1200毫米以上，其中广元、
巴中、达州、广安、南充和雅安6
市局地降水量超过1500毫米。达
州市大竹县2040.3毫米，全省降
水量最多。

与常年同期相比，盆西南大
部、盆南大部、盆西北西部局地、
攀西地区、甘孜州西南部降水量
偏少1-4成。

气温气温//
日最高气温在40℃以上站数
多于常年

另外，今年汛期（5月1日-10
月 20 日），四 川 省 平 均 气 温
21.7℃ ，较 常 年 同 期 显 著 偏 高
0.8℃，位列历史同期第4高位。

阿坝州西部和北部，甘孜州
北部和中部平均气温低于15℃，

石渠7.5℃，全省最低。川西高原
其余地区，凉山州西北部、东北部
局地15-20℃。盆地和攀西其余
大部地区在20℃以上，攀枝花
25.7℃，全省最高。

与常年同期相比，广元、巴中
和南充3市局部平均气温偏低，省
内其余地区普遍偏高，其中盆西
北、盆南和盆西南3个区域局地、
阿坝州西北部、甘孜州西部和南
部、攀西地区偏高达1-2.7℃。

据统计，此次四川高温天气
出现范围接近常年，但日最高气
温在40℃以上站数多于常年。

汛期全省共有123站出现高
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有
23站日最高气温达40℃以上，8月
3日，兴文最高达42.4℃。全省共
有15站日最高气温突破本站历史
同期极值。

全省平均高温日数10.2天，
较常年同期偏多4天。7月26日-8
月4日，盆地出现区域性持续高温
过程，大部地区持续5-9天，盆南
部分地方达10天。

雨水雨水//
华西秋雨偏早8天
10月现少见暴雨天气

秋雨开始期偏早8天，秋雨量
较常年显著偏多60%。全省有22
站秋雨量超过600毫米，主要位于
盆东北，其中，大竹、旺苍、邻水、
南江和万源5县站达到800毫米以
上，万源939.6毫米，全省最多。

秋雨开始以来，四川省暴雨
出现站次历史同期最多，达223
站次，局地降水强度大，全省降
了大暴雨35站次、特大暴雨1站
次，主要出现在盆西北、盆东北
和盆西南。

10月4日至7日受冷空气影响，
盆地出现了一次较强降温天气过
程。降温期间，四川省伴有一次较
大范围的暴雨天气出现，全省共有
33站出现暴雨，10月份出现如此大
范围暴雨天气实属少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2021年10月25日，是抗美援朝七
十一周年纪念日。3年前，在四川广安
岳池县，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英
雄，安详地走了。

和老英雄一起告别这个世界的，还
有他身上的24道伤疤，残缺了一寸的右
手食指以及无数勋章，他就是荣获志愿
军“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被朝鲜授
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的柴云振。今年
6月29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的“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上，柴云振是3名永远无法
到场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之一。

柴云振从小家境贫寒，在地主家
当过小长工，在解放战争中加入了人
民军队。淮海战役时，柴云振加入人
民解放军15军44师132团，为全国解
放南征北战。1949年12月在广西，柴
云振和十几个同志一起，面对鲜红的
党旗，庄严地举手宣誓入党。在贵州
毕节，他连夜率队剿匪，深入虎穴，不
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8个土匪。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柴云振
加入志愿军。1951年5月，柴云振所在
部队在朝鲜金化西南三十公里江原

道芝浦地区的朴达峰，担负阻击北上
敌军的任务。当时，柴云振带领全班
仅剩的几名战士直插敌群，仅用20分
钟便夺占了3个阵地，击溃了数十倍
于己的敌人，创造了战场上的奇迹。
在与敌殊死肉搏中，他右手食指被咬
断，全身24处受伤，当场昏死过去。战
斗之后，头部受伤昏迷的柴云振被送
到战地医院，苏醒后又转送到包头的
医院，从此与自己部队失去了联系。

1952年4月，柴云振拿着三等乙
级残废军人证书与500公斤粮票的复
员费，回到四川省岳池县乡下，不提
自己的功劳，踏踏实实当一个农民。
据悉，当年部队在与柴云振失去联系
后，经过多次寻找未果，志愿军总部
发给柴云振的英雄勋章无人领取，朝
鲜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挂起了英雄
柴云振的“遗像”。

而另一边，回到老家的柴云振也
从不给人讲起他以往的经历，直到
1984年，老部队在多次登报寻找后，他
的事迹才重新浮出水面。在抗美援朝
35周年时，柴云振受邀去朝鲜，从朝鲜

军事博物馆取回了自己的“遗像”，被
朝鲜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在家人眼中，柴云振对后辈很慈
祥，他常对参加工作的后辈进行思想
教育，做人要两袖清风、清清白白。柴
云振的孙女柴萍告诉记者，爷爷生前
对他们的教诲，后辈们一直记在心
里。“爷爷对军人有一种特别的情怀，
他希望家族里的每一代人，都要有人
去参军。”柴萍说，自己的爸爸和二叔
曾去当过兵，自己后来也去当过兵。

今年9月，柴萍的女儿也光荣地
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军人。柴萍说，女
儿是一名大二学生，参军入伍，是家
族的家风传承，也是作为家族第四代
人的一种个人使命。

柴萍说，爷爷去世后，每逢重要
时间节点，家人都会去爷爷的墓前祭
奠，告诉爷爷家里的情况。有时候去
到爷爷墓前，她们会发现墓前早已有
人送去了“盛开”的鲜花，还有写着留
言的卡片，这让他们很感动，英雄虽
已逝，但一直被人记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请扫二维码查看获奖名单

“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
（民族）组获得者”，这个荣誉，张宇用
了十年来达成。如今站在金钟奖的领

奖台上，这位来自四川音乐学院的青
年教师反而释怀了。“其实什么结果已
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你享受
比赛的当下和过程。”10月25日下午，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张宇如此说道。

“金钟奖”，对张宇而言非常熟悉，
从第九届她就开始参加了。“今年是我
参加的第五届金钟奖，用了十年时
间”。“锲而不舍”这四个字，除了表达
了张宇对艺术的追求，更多的，则是张
宇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虽然已经多次参加金钟奖，但每
一次张宇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今年从
曲目上来说，我选择的风格比较多样
化。其实组委会有规定曲目，但还是希
望尽量在规定风格之外能够有一点点
差别，能够让评委看出这个选手的能
力，所以第二轮地方民歌我选的是四
川清音，既有地方特色也能弘扬咱们
的传统文化。”在精心准备之余，张宇
更多的是平常心对待。

谈到这次比赛的点滴，张宇最难
忘的是第一轮复赛时的演唱。“当时身
体不是很舒服，但是站在舞台上就让
自己沉浸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根本忘
记了身体的不适。同时一开口，我就发
现自己不紧张了，也能够跟观众产生
共鸣。所以这场比赛下来，很多观众都
觉得当时那首歌的演绎特别打动人。”
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坚持能够感染
更多同道中人。“金钟奖汇集了全国各
地顶尖的人才，你看我参加比赛，从第
一次进入复赛，第二次进入半决赛，第
三次进入了决赛，到现在能够获得金
钟奖，最重要的就是‘坚持’。”

对于金钟奖连续在成都举办，张宇
感慨道：“能够吸引到全国最优秀的人
才来参加比赛，那么多人来关注成都，
真是特别好，激发了群众对艺术、对音
乐的热情，提高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任宏伟 实习生 王祖曦 图据受访者

张宇：
用十年功夫摘得金钟奖
唯有“坚持”陪伴

“活着的烈士”柴云振：
深藏功名三十三载

他是《谁是最可爱的人》原型之一，曾孙女9月参军入伍

“我真的很高兴，没想到会得第一
名，感谢我的母校川音。能够在比赛中

很好地完成自己的音乐，把作品弹
好，我非常高兴。”谈起获得金钟奖，
川妹子孙麒麟这样说。

决赛中，孙麒麟演奏的是普罗科
菲耶夫的《C 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
（Op.26）。孙麒麟凭借精湛的琴艺、扎
实的基本功、细腻的情感表达，以
98.69 分荣获钢琴组第一。孙麒麟表
示，她非常感恩母校四川音乐学院对
她的培养，“在自己的家乡能有这样
的演出，在比赛中拿到这样的名次，
我觉得意义非凡。感觉在我背后，是
川音人在鼓励着我前进。”

本次金钟奖现场宣布得分时，
孙麒麟的老师王雁及父母就在现
场，见证了她得奖的全过程。“我们
在现场一起聆听到了分数，得知我
是第一名时，我和王老师坐在一起，
相信他们的心情肯定比我更激动、
更高兴。”

2012年和2016年，孙麒麟分别以
全额奖学金被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本
科和研究生录取，成为川音历史上首
位被茱莉亚录取并获得全额奖学金的
学生。同时，她也成为茱莉亚 2016 届
唯一一位连续两次被全额奖学金录取
的学生。孙麒麟表示：“我作为四川音
乐学院毕业的学生，很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把自己学到的东西，以自己的方
式回馈给母校。”

孙麒麟表示，接下来她将从零
开始，在美国举办中国作品专场音
乐会，“我希望把中国的优秀作品带
到世界的舞台上，这是我一直想要
做的事情”。孙麒麟透露，因为自己
是四川人，音乐会中一定会有和四
川有关的作品。孙麒麟表示，“我相
信未来川音或四川会培养出更多更
优秀的音乐人才，会把更多、更好的
作品带给大家。”

孙麒麟：
感谢母校川音
将把四川作品带给世界

柴 云 振 ，男 ，汉 族 ，
1926年11月生，1949年12
月入党，2018年12月去世，
四川广安岳池人，四川省
广安市岳池县财政局原
副县级离休干部。九死一
生的战斗英雄，先后参加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被
称为“活着的黄继光”，是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原型之一。1951年在抗美
援朝朴达峰阻击战中，杀
敌百余人，浴血奋战到孤
身一人。1952年伤残复员
回乡务农，隐功埋名33
载，从不提及自己的功
绩，为党和人民默默奉献
了一辈子。荣获志愿军

“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
号，被朝鲜授予“一级自
由独立勋章”。

第十三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部奖项揭晓

四川两名选手获奖

四川今年汛期
“超长待机”173天

成都马拉松宣布延期至11月28日举行

人
物
名
片

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第
四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峨眉电影
集团、文旅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
中心和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共
同出品，峨影投资有限公司制
作，刘广宇导演的纪录电影《传
灯》获第四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
学术展传播奖。

该片以“年度”为周期，分别
纪录自贡本地的第24届国际恐龙
灯会经贸交易会、鄂尔多斯灯会、
美国凤凰城的“世界之光——彩
灯嘉年华”三个不同地理、文化空
间下的节庆灯会，全方位探索

“灯”、“节”、“人”在经济一体化、
文化一体化互动中的共生共荣关
系和民族民间传统节庆文化发扬
光大的艰辛历程。

从自贡到鄂尔多斯再到美
国凤凰城，300多天的时间刻度，
千万里的空间跨度，流光溢彩的
壮景来自满天的群星：彩灯艺人
刘炜疾病在身仍目光如炬地盯

着制灯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彩灯
企业家李斌刚刚喜得贵子，却得
即刻远赴海外；工程队宋大姐每
天在工地上奔走几十公里，为的
是赶工期，多揽活；灯会指挥长
陈钢千叮咛万嘱咐的永远是这
句话：“‘自贡灯会’这块牌子不
能倒！”自贡灯会，穿越百年历
史，将深厚的盐业文化、恐龙文
化和工矿文化融入其独有的麻
辣味道之中，把绚丽多彩的中华
优秀传统节庆镶嵌在了巴蜀大
地上。它以灯的传承为经，以灯
的传播为纬，鼎新革故工艺，激
越弘扬文化——在自贡，在中
国，在世界。

据了解，本次活动旨在实现
广泛而具深度地收藏中华各民族
影像资料的使命与职责，构建一
个完整、系统的中华民族影像志
收藏体系，在全国609部投稿作品
中遴选出63部入围影片在本届学
术展映周亮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四川造”自贡彩灯纪录电影
《传灯》获奖了

柴云振给来家中探望、即将启程奔赴军营的新兵们讲述战斗故事（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传灯》拍摄现场照 图据片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