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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批发到香江，一手货源工
厂价”，中国家居龙头企业香江家居
半价日活动登场。一年仅一次，全场
家具半价购！就在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月2日，元旦节3天，香江家
居联合1000个品牌工厂“0”利大放
送，1000件爆款5折抢购，甚至部分
产品低至3折。

同时，预存有礼，预存30元最高
变4999元，到店就送车载吸尘器，每
天前100名顾客，送价值3980元4天3
夜港澳游，开单就抽4999元免单大
奖、新年年夜饭免费送……

此外，在半价日分会场，广大市
民朋友还可以吃民族美食、看多啦A
梦、玩儿童乐园。

这个元旦，香江家居给你实实
在在优惠！

年终蓄利
不止5折 抢1000件半价爆款

香江家居落户成都5年，为感谢

广大消费者多年的信赖与支持，特
联合上千家品牌工厂，历经1个多月
的策划和筹备，以卖场主导规模，品
牌工厂“0”利放量的形式打造元旦
半价日盛惠活动。

此次活动，每个商家都有爆款
产品专供半价，商场更有大力度的
半价返现金活动，打破家居促销常
规模式，以超低的价格、超高的品
质、超优的服务感恩大回馈，为消费
者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逛！吃！看！玩！
一票在手，优惠全有

元旦3天，香江家居年终放大
招，吃，看，逛，玩，嗨翻节日。

据介绍，在半价日分会场，主办
方为消费者准备了很多精彩节目，
消费者不仅可以逛卖场，以半价买
家居，还有民族美食、多啦A梦展、儿
童乐园等着大家。在有的吃、有的玩
的同时，还有尊享大礼。

现场设置了丰富的活动内容，
持香江家居活动门票到店就送车载
吸尘器及港澳游，开单就有机会抽
4999元免单，砸金蛋赢家电好礼，更
有新年年夜饭免费送。这个元旦去
香江家居，家具和好礼尽收囊中。

一站式专业家居卖场
多选择 好服务

香江家居营业面积三十万平方
米，是城北超大的家居专业卖场，场
内经营上千家知名品牌及厂家，家
居品类齐全，餐厅、卧室、套房等一
应俱全，可以一站购齐一个家。

香江家居5年坚持如一，开业5
年来，一直把为广大消费者提供多
种多样、货真价实的产品和优质的
服务作为经营的理念。因为卖场内
基本都是厂家直营店，以工厂价模
式对外销售，省去中间流通环节，消
费者可以选购超高性价比的家居产
品。同时，香江家居统一收银，为消
费者提供强有力的购物保障。消费
者放心购物，商场为你保驾护航。

来香江舒心购物——
免费接送 好停车

活动期间，为了方便成都的市
民和消费者前往香江，主办方特别
在市区、新都、郫县专门开通了四条
活动免费直通车专线。

同时，香江家居3个馆已规划好
上万个免费停车位，自驾车可直接
开至店门口，真正为消费者打造一
个方便、快捷并且可信赖的家居购
物平台。 （曾婷）

本次公益百姓大讲堂活动将秉
承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活动
内容，倡导市民多读书、读好书。首
场公益百姓大讲堂活动，现场不仅
免费赠送书签等奖品，还推出旧书
换新书的活动，所有成都市民可以
携带自己阅读过的旧书籍，现场免
费以旧换新。不仅如此，活动现场还
将有各种互动活动等着你来参与。

百姓大讲堂，不仅是文学名人最前
沿的阅读交流场所，更是全民阅读
盛会，爱阅读的你绝对不容错过。

分享阅读经历，传递阅读快乐，
共享阅读氛围，拉近读书的距离，本
次百姓大讲堂也将公益进行到底，
所有成都市民可电话报名免费参
与，我们期待着你的加入。活动报名
热线：15390481909（张先生）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
奖史上最年轻获奖者，四川省作协
主席。他将作为首场公益百姓大讲
堂主讲嘉宾，在成都市博物馆与市
民面对面交流，共同传递阅读的快
乐，拉近每个读者的距离。同时，首

场活动也将邀请成都文学行业意见
领袖、实体书店代表、文学团队、各
大出版社负责人及市民现场参与，
这次活动是成都文学界的一次盛
会，也是普通读者与专业大师零距
离的好机会，期待你的参与。

首场主讲嘉宾敲定作家阿来

现场公益阅读活动不间断

1、市区免费大巴接送点：
（城西线）欧尚超市金牛店斜对面中国银行旁
（城东线）建设路SM广场
市区发车时间：10：00 市区返程时间：17：30
2、郊县免费大巴接送点：
新都线：新都流花宾馆旁
郫县线：蜀都万达广场1号门
郊县发车时间：10：30 郊县返程时间：16：00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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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关注“成都香
江全球家居
CBD”微 信
或扫描下方
二维码，获活
动门票，尊享
4大特权。

特
别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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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书香成都·百姓大讲堂”明日开幕
著名作家阿来

为你讲述成都故事
1212 月月 3030 日日，“，“20162016 书书

香成都香成都··百姓大讲堂百姓大讲堂””首场活首场活
动将在成都市博物馆正式拉动将在成都市博物馆正式拉
开帷幕开帷幕，，活动将从下午两点活动将从下午两点
正式开始正式开始，，现场除了盛大的现场除了盛大的
启动仪式启动仪式，，还将邀请著名作还将邀请著名作
家阿来作为首场公益百姓大家阿来作为首场公益百姓大
讲堂主讲嘉宾讲堂主讲嘉宾，，与成都市民与成都市民
分享阅读的快乐分享阅读的快乐。。本活动是本活动是
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局主办，，计划从计划从 20162016年年 1212
月起月起，，落户成都市区及周边落户成都市区及周边
区市县区市县，，连续举办连续举办1212场公益场公益
大讲堂活动大讲堂活动。。每场活动都将每场活动都将
邀请一名全国知名作家举行邀请一名全国知名作家举行
个人专场讲座个人专场讲座，，与现场市民与现场市民
互动互动，，推荐个人精品书籍推荐个人精品书籍。。同同
时时，，现场也有各种公益活动现场也有各种公益活动
等你来参与等你来参与。。文化惠民文化惠民，，公益公益
讲堂讲堂，，这里书香四溢这里书香四溢！！

香江全球家居CBD半价日
不止是5折

2016年12月31日~2017年1月2日

百岁作家有两个，

杨绛走了我还在。

不是阎王打梦觉（打盹），

就是小鬼扯了拐。

路上醉了倒迷糊，

报到通知忘了带。

乐得老汉偷着乐，

读书码字好自在。

马识途以一首打油诗
谈及自己现在的状况：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左）与马老相谈甚欢

““百岁作家有两个百岁作家有两个，，
杨绛走了我还在杨绛走了我还在。。””

中国作协副主席题字贺马识途 103岁生日

两人滔滔不绝聊文学，马老打油诗回应：

不完美是真人生
老正确乃野狐禅

马识途之前花了两天时间，一口
气看完了李敬泽的两本书，手写了两
篇读后感。李敬泽说，这真是对他莫大
的鼓励。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马识途对其
评价句句恳切：“我并不认识你，只知
道你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别人说我，
嘿，你怎么这么孤陋寡闻，李敬泽可是
当今文学评论界的大红人，该坐上书
评界第一把交椅的人），可是才接到你
的这两本书，开始随手翻一翻，我也不
知是何缘故，忽然爱不释手，一直读到

底。而且又不知何故，我忽抱心愿想给
你这位尚未谋面的作家写一封信，不
是想学流行病患者，总要心不由衷地
说些歌颂的话，为了完整，还要心诚而
不由衷地说，还有什么什么，不足之
处，如果改进，就更好了。”

马识途谈到，文学家是干什么的？
就是企图用极贫乏的文字，揭开不自
然的现实，而有的还企图追求自然，企
图要分清善与恶。他称自己有书法对
联，文曰：“不完美是真人生，老正确乃
野狐禅。”

最后，马老坦诚吐露心声：“你还
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我说这一点，只是
班门弄斧，不论也罢。我是欲说还休，
只是想结交你这位颇有思想的朋友。

我已102岁，还有机会吗？”
李敬泽读罢，非常感动，他说马老

保持一颗年轻的心，还在关注新鲜的
事物,看问题也很犀利。马老说自己眼
瞎耳聋，但依然在创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有内忧外患

随后，马识途说他有三个问题,
“我脑子里有很多困惑，要向你请教
请教。”马老提到，首先中国现当代文
学有内忧外患，内忧就是低俗化倾
向，外患就是文化霸权主义潜移默化
的入侵。这个问题是他多年来关注的
问题。但他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

当代文学如何用简单的一句话进行
定义。“我觉得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
特点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
学。”应该一切从人民出发，体现中国
精神，传承传统的文化基因，这也是
提到的文化自信。但马识途认为有一
些文学在这几方面都不够，有的是垃
圾，他看到之前很多文件都没有提到
过这个定义，但前不久终于在李敬泽
的一个文章中看到提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学”。马识途感到欣慰，但
他仍旧不满意，他希望它应该是一个
明确的定义，被响亮地提出。李敬泽
说：“我完全赞成你的看法！”

马识途说，“这是我的第一个问
题，我向你请教，但还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太长了，所以先一一提出，供李主
席思考，以后有机会再细细回复。”李
敬泽说：“您老这是给我出题，让我交
答卷呢！”

马识途提出了他的第二个问题，
网络文学出现后，他考察了一下，就是
过去的通俗文学。要做到雅俗共赏在
艺术上是很难的，必须解决为什么网
络文学出现这么多弊端，这里面究竟
有什么值得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马老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当下
文艺的评论体系从哪儿来的？中国自
己是否有完整的文学评论体系？在他
看来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完整的文
学评论体系，基本上都是从外面借鉴
的。在古代中国有文艺理论著作《诗
品》、《文心雕龙》等，尤其是《文心雕
龙》绝对不可以轻视，虽然未形成完整
的体系，但已经有所构建、建树了。只
不过缺乏后人传承、发散《文心雕龙》
的思维。但当代文学还没有形成自己
的评论体系，很多文学评论是抄袭。李
敬泽回复：这对文艺家、批评家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马老认为李敬泽写的一些东西还
很有一点名堂，思想、观点值得注意。

“你是在理论界坐第一把交椅的人。我
希望你坐稳坐牢，争取建立中国自己
完整的评论体系。我觉得这是很有价
值的！目前文艺界的评论，基本上都光
是歌颂，这样的评论不痛不痒，没有任
何力量。但值得欣慰的是，之前有人就
敢于批评莫言，我认真阅读了，尽管可
能言辞上还有一些失当的地方，但确
实是在认真从文学根本的东西来考证
问题。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
的现象。敢于批评获得诺奖的作家，我
觉得这样的评论家是有追求的。这种
做法我觉得应该提倡，敢于批评名家，
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最后，李敬泽表示，马识途老师给
他出的都是大题目，非常有启发，实际

上都是文学出现的大问题，“需要我们
去做很大的努力。”

传统诗词
还有很大的魅力

在畅聊结束之际，马识途还赠送
了李敬泽一本诗集《中华诗词》。他说，
送本诗词集，“其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欲说休，何休也。“你或者能从其
中发现零金碎玉，也许只是片瓦碎
砖。”他们还展开了诗歌的讨论。马老
问李敬泽，新诗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似
乎还有很多争议。“我也写过新诗，甚
至写过一千五百多行的长诗。我只说
点传统诗词，传统诗词不应该是送进
博物馆、盖棺定论，传统诗词还有很大
的魅力。”随后，马老迫不及待从书柜
中找到他作为主编的《岷峨诗稿》。李
敬泽说，新诗在群众中影响特别大，有
人统计过，目前经常写诗的人大概有
三四百万，群众基础非常广泛。“而古
诗词确实还有着深厚的魅力，值得我
们去深究。”

李敬泽离开前，和马识途相约明
年春天在北京相聚畅聊。“我们等着
看你的最新小说。”马老以一首诗回
应：“百岁作家有两个，杨绛走了我还
在。不是阎王打梦觉（打盹），就是小
鬼扯了拐。路上醉了倒迷糊，报到通
知忘了带。乐得老汉偷着乐，读书码
字好自在。“

昨日，102岁的马识途
以最高年龄代表身份，参加
了四川省文联第七次代表
大会、四川省作协第八次代
表大会。当天，马识途还在
家中书桌前与中国作协副
主席李敬泽促膝而谈。这是
二人第一次有机会长时间
聊天，马识途似乎找到了知
音，很久没有如此滔滔不
绝。他提前做了功课，向李
敬泽请教自己长久以来“脑
中的困惑”，从中国当代文
学定义到网络文学、诗歌、
评论……

12月31日是马识途
103岁生日，李敬泽题字相
赠，提前为马老祝寿。马识途
以一首打油诗谈到自己现在
的状况：“百岁作家有两个，
杨绛走了我还在。不是阎王
打梦觉（打盹），就是小鬼扯
了拐。路上醉了倒迷糊，报到
通知忘了带。乐得老汉偷着
乐，读书码字好自在。”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实习生 朱光明
摄影记者 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