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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丁酉年四月廿七

一如《春夜喜雨》这首赢得票选榜
首的诗词所描绘的那样：虽值初夏，老
天仍特意复制了千年前诗圣笔下的场
景：霏霏细雨浸润着夜的安宁，只是灯
光璀璨的夜景替代了一叶扁舟的渔火。

是的，就是同样的一个夜晚，诗圣
那一番浅吟低唱穿越千年，来到首届
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直播晚会演播
大厅，被草堂小学等稚嫩的童声复写，
通过电波、互联网扩散至整个城市上
空，乃至全世界。

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夜晚，听着
陈铎等朗诵艺术家最富魅力的声音，
思绪岂不能跨越千年？

这随着锦水日夜流淌的声音，可
是“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叹？

这伴随一代又一代懵懂稚子的声
音，可是“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
石栈相钩连”的豪壮？

这飘荡在一个又一个教室的声

音，可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的期许？

这延绵不绝的声音，汇聚了怎样
的一座城市？

是“九天开出一成都”的豪迈，还
是“锦城丝管日纷纷”的繁华？

是“万里桥边多酒家”的热闹，还
是“黄四娘家花满蹊”的市井？

是“锦江近西烟水绿”的清新，还
是“美酒成都堪送老”的留恋？

甚至于，是“三顾频烦天下计”的
尊崇，还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嘱托？

这些出口成诵的名句，蝶化出了
这座城市的诗意般的灵魂。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
地之上。我们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们诗
意地栖居在蓉城之上。

这种诗意栖居，来源于“二十里中
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人居环境；

这种诗意栖居，来源于“时艰每念
出师表，日暮如闻梁父吟”的人文熏陶；

这种诗意栖居，来源于“锦江春色
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社会变迁；

这种诗意栖居，来源于“此身如传
舍，何处是吾乡”的思恋与不舍。

历代名人凡到成都必留诗篇，“见山

得水”固然会诗意大发，但山水背后市民
闲适的生活态度，潮流的生活方式，乃
至不懈的生活追求，才是诗之源泉。

对于成都而言，那些朗朗上口的
诗歌，不仅仅只停留在课本里，它早已
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们在西岭雪山滑雪嬉戏时，
也许比杜甫更深刻感受“窗含西岭千
秋雪”；当天气晴好在办公室即可眺望
远山时，就更容易理解温庭筠写的“蜀
山攒黛留晴雪，簝笋蕨芽萦九折”；当
我们在百花潭喝茶时，“万里桥南宅，
百花潭北庄”说不定是你告诉朋友方
位的好办法。

所以，新周刊才会说，如果生活是
首诗，成都必定满腹经纶。你没法拒绝
一个把食物当作学问，聊天视为爱好，
喝茶品出诗性的城市，就像你没办法
拒绝随性诗意的生活。

在这样一座诗意的城市，举办一
场诗词大会，不过是蜜蜂飞进百花园。

于是有了百万票选推荐吟诵成都
最美诗词；

于是有了千人同吟、万人同诵成
都最美诗词；

于是有了全球数十国家和地区

6000余幅书写成都最美诗词作品；
于是有了连续3个月周末爆满的

跟着诗词大巴游成都；
于是有了昨晚全民朗诵成都最美

诗词直播晚会。
当真一咏三叹，高潮迭起。
知名学者芒福德认为，文化是城

市的生命。也有人说，诗歌是打开城市
文化形象的窗口。

正是这延绵不绝的诗意栖居，孕
育积淀出了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
厚重、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

这些历代吟咏成都的诗歌，不过
是我们数千年生活场景的留声。

我们承载“天府之国”的富饶，延
续“扬一益二”的繁华，穿越千年，一手
美酒，一手笔头，将最美的生活汇聚成
动人的诗篇。

锦水绕城，府、南相汇，不远之处
即是安顺廊桥。这座桥最早修于明代，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游历至此。

今天，蓉欧国际铁路早已开通，国
际航线也密如蛛网，当年的马可波罗，
跋涉万里才能感受杜甫浅吟低唱的成
都；如今，罗马街头的酒馆，已有人传
唱着赵雷版的《成都》。 （马天帅）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24日至27日召开

昨晚8时，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
诵直播晚会在成都电视台演播厅举
行。国内朗诵名家陈铎、乔榛、肖雄、
刘广宁、季冠霖，成都杜甫草堂博物
馆馆长刘洪，“梅花奖”获得者、川剧
名家陈智林等用自己的方式分享最
美成都诗词。超过300名演员演绎的11
个诗歌朗诵节目，让观众应接不暇、
掌声雷动。超过20位中国文艺界名家
发来朗诵或祝贺视频。

名家朗诵让人大开眼界

“锦里淹中馆，岷山稷下亭……”
昨晚8时，随着石室中学百名师生整
齐划一的朗诵，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
诵 直 播 晚 会 拉 开 帷 幕 。晚 会 分 为

“咏”、“吟”、“颂”3个章节，由朗诵艺
术家、中央电视台原主持人陈铎联袂
成都电视台主持人担任主持。78岁的
陈铎依然风度翩翩。晚会正式开始
前，陈铎经不住搭档劝说，即兴朗诵
了一首古诗，让人大开眼界。

《绝句》《丈人山》《蜀相》《蜀道
难》《春夜喜雨》……朗诵艺术家乔
榛、配音艺术家刘广宁、表演艺术家
肖雄、配音演员季冠霖及成都杜甫草

堂博物馆馆长刘洪，梅花奖获得者、
川剧名家陈智林，相书大师鲁国华和
成都电视台主持人陈岳、韵陶等，先
后上台用自己最美妙的声音诠释、分
享最美成都诗词。

随着台上名人名家、演员们的朗
诵，台下也是随声吟诵，整个演播厅
成了诗词的海洋。晚会最后，全场300
多名演员和400多观众同诵《春夜喜
雨》的场面更让人震撼。

刘洪表示，他很荣幸能以朗诵者
的身份参与晚会。“成都诗词大会举
行以来，成都市民读者和广大草堂游
客掀起了诗词朗诵热潮……成都人
热爱诗词文化的热浪，一浪高过一
浪，反复传播诗歌之城的文化魅力。
这些有创意且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诗
歌活动，震撼人心，希望在今后不断
延续下去。”

再次擦亮成都文化名片

虽然不能赶到现场，诗人、中国
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评论家、散文
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诗
词大会》评委康震，学者、《百家讲坛》
主讲人于丹、李山，紧转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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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直播晚会昨晚举行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直播晚会昨晚举行

最美声音朗诵最美成都诗词

成都诗词大会全民朗诵直播晚会昨在成都电视台演播厅举行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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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7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四川
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5月20日至
21日在成都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3
人，候补省委委员15人。省纪委委员和

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

记王东明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十届省委向中

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
工作报告，决定将报告提请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审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十
届省纪委向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一
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报告

提请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审查。
全会投票确定了四川省出席党的

十九大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
酿了十一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省
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审议了提
交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有关事项。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于2017年5月24日至27
日在成都召开。

全会指出，即将召开的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
入决胜阶段、奋力开启我省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会议。大会将全面总结十届省
委工作，科学谋划四川未来发展蓝图，
对于进一步团结动员全省上下建设美
丽繁荣和谐四川，推动治蜀兴川再上
新台阶，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全会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形势，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开创四川更加
美好的未来。省第十次党代会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
带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和各族群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治蜀兴川各

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五年砥砺
奋进，见证了四川发展的难与变、稳与
进、治与兴，收获了治蜀兴川一系列实
践成果、思想成果和制度成果。五年来，
省委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广大党员干部“四个意识”更加牢
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紧转03版

成都出过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体现了成都的
魂。办成都诗词大会，也是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大家
能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自1986年完成主要改扩建工程以
来，一环路沿线市政管网及市政附
属设施已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加之沿线14个地铁站点在建，道路
受到不同程度损坏，部分节点交通
转换能力不足，沿线人居环境品质
不高，亟待综合整治。5月19日，市
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到一环路综合
整治现场办公，察看项目进展情
况，研究解决推进中的困难和问
题。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好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要求，加快恢复、完善、
提升一环路通行能力，让市民出行
更便捷、更畅通。

从一环路西一段到北二段，罗
强认真察看沿路重要节点工程，并
来到大石西路、五丁路立交节点项
目施工现场，实地了解施工组织管

理、工程进展情况，仔细询问便民通
行措施、道路增绿工程、慢行交通系
统建设等工作。项目负责人介绍，此
次一环路道路恢复及综合整治工
程，将对全线道路断面、人行道铺
装、市政管网、绿化景观以及市政附
属设施等进行扩能提升。其中，新
建、改建6个立交节点并与周边地铁
建设同步实施、加速推进，将非机动
车道由2.5米拓宽至3.25米，对人行
道铺装进行改造，全线增植间种银
杏、香樟等行道树，增设休息座椅、
垃圾桶、标志标牌等便民配套设施。

罗强要求，把“绿色、畅通、便
民”理念融入各项具体规划中，贯
穿项目实施建设全过程。要积极推
广使用可循环利用建筑材料，更加
精细化地抓好见缝插绿、立体增绿
工作。 紧转03版

一环路非机动车道
将由2.5米拓宽至3.25米

颂，《春夜喜雨》——最美成都诗词第一名。昨夜，我
们用吟诵的方式，纪念杜甫，致敬杜甫，歌颂杜甫，感谢
他为成都写下了这么多最美诗篇

成都人对朗诵有多热爱
朗诵大咖们都感受到了

致敬！全场朗诵
最美诗词《春夜喜雨》

四川日报讯（记者 张宏平 刘
宏顺）5月21日下午，省委书记王东
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在成都
会见我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会见中，王东明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我省受到表彰的全国公安系
统英雄模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示热烈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
向全省公安战线的同志们表示诚
挚问候。 紧转03版

相关报道见02版

王东明尹力会见我省全国公安系统
英雄模范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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