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叙东坡

三地专家齐聚蓉城
为话剧《苏东坡》造势

话剧《苏东坡》排练照
今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有
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苏东坡诞辰
981周年。为给观众呈现“一个鲜为人
知的苏东坡”，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特
邀著名导演查丽芳执导、著名编剧姚
远创作的话剧《苏东坡》，历时三年打
磨、六易剧本，经过精心排练，2月7-8
日将在成都锦城艺术宫首演。该剧以
独特视角展示了一个富于创造力、乐
观豁达、颇富情趣、才华横溢、刚正不
阿、为民造福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
家、美食家的苏东坡形象。昨日上午，
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联合眉山三苏
祠、惠州、黄州苏轼纪念馆举办了“最
忆 是 东 坡 系 列 活 动 之 二‘ 物 叙 东
坡’”，通过一件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
讲述苏东坡的故事。
昨日的活动以“独与东坡精神往
来”为主题，邀请到眉山三苏祠陈列研
究部主任徐丽、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
名誉会长王启鹏、黄冈市赤壁管理处

文史研究室主任周慧敏，通过三家博
物馆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件文物讲述当
时苏东坡的故事，以东坡的所思所想
为大家带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东坡文物
故事会，
“东坡精神”再次成为全民热
议的话题。三地的专家们对文物绘声
绘色的描述，让现场的“苏迷”仿佛回
到当年。加上四川省杜甫学会会长、四
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张志烈的准确点
评，让整场活动非常精彩。
话剧《苏东坡》自出眉山讲起，别
具匠心的以“东坡精神”
为全剧思想之
核，即自由的精神，独立的人格，平民
的情怀。结构了他眉山成婚、湖州陷
狱、汴京受审、杭州疏浚西湖、黄州躬
耕东坡、惠州引水入城以及儋州教书
育人等场面，这些场面不以严格的时
间线索，而是以场面间的逻辑关系碰
撞来组织。本剧并不是一出典型的现
实主义戏剧，而是充分利用戏剧假定
性的诗意戏剧。
导演查丽芳认为，
创作

苏东坡，关键并不是在舞台上展现他
的诗文，而是将贯穿诗人一生的气象
和诗意感呈现于舞台。根据这个主基
调，该剧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不仅
让戏剧内容和评述相结合，还创造性
地加入川剧的帮腔，以及戏曲中的串
场人角色、苏东坡故乡眉山的方言俚
语等。可以说是创作者以新的剧本写
作方式呈现人物传记。
记者还了解到，为了给观众呈现
“一个鲜为人知的苏东坡”，
话剧《苏东
坡》的作曲，
邀请到成都市川剧研究院
国家一级作曲家王文训。在王文训看
来，
话剧《苏东坡》，是在叙说上有戏说
的成分，有诙谐调侃的风格。用30、40
段帮腔来做“旁白”，这种具有特色的
戏剧表现手法，可以为观众呈现出一
个地道的四川苏轼。
“用本土特色来演
绎，
川味儿更浓些。
”此外，
在音乐旋律
上，也会带有古典元素，
“毕竟这是宋
朝的故事。
”除了用音乐来彰显苏轼的
个性，体现他特有的川人的幽默和个
性外，王文训也会用音乐的高亢和低
落，
来配合苏轼的人生际遇。
“而且，
他
的整个人生其实算是悲怆的，从四品
大员到囚犯，
他的人生起伏很大。
所以
需要张扬的时候，会有‘大江东去’的
感觉；讲到他与亲人、友人的感情时，
也有细腻的音乐呈现；该悲怆的时候
也会悲怆。
”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话剧《苏东坡》排练照

“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小喜神出炉

—— 萌 萌 哒 “ 大 庙 会 专 属 吉 祥 物 ” 亮 相
枣红面、丹凤眼、卧蚕眉，让武财神的
形象呼之欲出。
在当天的决赛现场，两个形象立
牌一推出，便吸引了小朋友和家长们
的簇拥合影。

喜神选拔 各展才艺
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戊戌年
小喜神”选拔活动于1月20日启动以
来，
得到了家长们、孩子们的高度关注
和踊跃参与。经过初选，40名小朋友从
百余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
正式进入决
赛。
决赛现场，
小朋友们经过精心准备，
大展才艺。
别看他们年纪不大，
在舞台
上却毫不怯场，
声情并茂地诗歌朗诵、
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落落大方地表演舞
蹈，
专注认真地演奏乐器……精彩的表
现让现场观众和评委连连称赞。

“小喜神呈祥送福，大庙会辞旧迎
新”。戊戌狗年春节的脚步渐渐临近，
人气年节活动“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
会”即将在2月13日晚上8点在成都武
侯祠博物馆正式开庙。
充满年味的“游喜神方”活动依然
是本届大庙会的重头戏之一。1月31
日，经过激烈角逐，20名喜气可爱的
“戊戌年小喜神”
正式出炉，喜气亮相。
当天，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首次公布了
大庙会的专属吉祥物，萌萌哒“小喜
神”和“武财神”卡通形象，让本届成都
大庙会萌点十足，令人期待。

吉祥“小喜神”逗趣“武财神”
“游喜神方”是成都古老的民俗，

全国未成年人网络春晚小主持人总决赛在成都举行
昨日，2018年（第八届）全国未成
年人网络春晚小主持人总决赛在成
都电视台一号演播厅进行。总决赛晚
会设计了3轮比赛环节，通过3轮激烈
的角逐，来自全国各地20名小主持人
候选人中的8人当选为网络春晚小主
持人。
小主持人比赛是2018年全国未成
年人网络春晚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
自2017年10月启动以来全国共有1238
名小主持报名参赛，其中484个节目视

频、226名小主持进入展播评选。经过
层层选拔，全国共有20名小主持人脱
颖而出，
进入了最后的总决赛。
在“初露锋芒”舞台剧的表演中，
作为专业评委的鞠萍姐姐大呼小主持
人们可塑性太强，来自成都都江堰的
9号选手王璐瑶表演非常投入，给她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位评委陈岳
叔叔爆料其实小主持人们的舞台剧
准备只花了两天时间，排练的时间非
常有限，能达到这个程度非常不错。

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成都的王正域
博与来自其他城市的周一、董乔杰、
林叡略、陈丹丹、薛涵予、徐一可、卢
怡林等8名小主持人脱颖而出，成为
此次2018全国未成年人网络春晚小
主持人。这8名当选的网络春晚小主
持人将在2月3日在成都电视台一号
演播厅与央视少儿节目主持人、本土
少儿节目主持人一道共同主持2018
年全国未成年人网络春晚。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刘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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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物
馆新年大展
《文明的回响：
来自阿富汗的
古代珍宝》今
日就将正式揭
开神秘面纱 ，
阿富汗国家博
物 馆 231 件
（套）顶 级 文
物，黄金满目
的琳琅珍宝 ，
都将一一与
成都观众面对
面。本次珍宝
展 将 于 2018
年 2 月 1 日 -5
月6日在成都
博物馆一号临
展厅举办。开
展前一天 ，成
博揭开阿富汗
国家宝藏的
神秘一角 ，提
前邀成都商
报记者探访
布展现场。

阿富汗珍宝展展出的藏品

“尝鲜”阿富汗国家宝藏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231件（套）顶级文物揭开神秘面纱

开展前夕，成都博物馆邀请了
部分媒体，在策展人黄晓枫、执行策
展人杜康、阿富汗历史文化研究学
者邵学成以及成博讲解员的带领
下，先行参观展厅内部，提前感受和
了解这一批来自阿富汗的古代珍
宝。从运输、入馆，到点交、上展，经
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
《文明的回
响》布展工作进入了收尾阶段。工作
人员们争分夺秒布置展品说明牌，
调试展陈灯光，维护展厅清洁。即使
是在成都的严冬里，展厅内的工作
也仍旧热火朝天。展厅内，大部分展
品已经在展柜中安置完毕，包括夺
目吸睛的黄金王冠、头饰坠件君主
与龙、小巧精致的阿芙洛狄忒与丘
比特饰片等，都已就位，为一天后的
惊艳亮相做好准备，
蓄势待发。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始建于上世
纪20年代，已有近百年历史，曾拥有
超过10万件馆藏文物。20世纪下半
叶，多年混战使得阿富汗国家博物
馆珍贵馆藏被大规模洗劫，极端组
织“打破偶像”的暴行造成许多考古
遗址被严重损坏，大量文物、艺术品
被劫掠、毁坏甚至消失殆尽。
前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馆长与考
古、文保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抢
救性地在中央银行的金库中秘密封
存了一大批馆藏精品，使这些承载
着漫长文明信息和历史使命的国之
宝藏得以幸存。
本世纪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援助下，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开
始重建，并对幸存的馆藏开始了编
目整理、保护展示、编录出版以及数
字化建库工作。其中精选出的231件
（套）珍品，最早于2006年在法国展

出。由于阿富汗国家局势仍不容乐
观，这批珍贵文物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代管，不得不以巡展方式在世
界各地“流浪”，已先后在美国大都
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吉
美博物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博物
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日本东京
国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
院等世界一流博物馆展出，均产生
了强烈的社会影响，受到观众热烈
追捧。
尽管这批阿富汗珍宝先后在十
余个国家与地区留下足迹，
每一站文
物数量及种类一致，然而展览主题、
策展思路却大相径庭。
在中国停留的
3站中，首站故宫以“浴火重光”为主
题，突出这批文物经过战火洗礼，经
过很多考古、
文博工作者精心的保护
才能够面世，强调展览来之不易；在
敦煌展出的主题则是
“丝路秘宝”
，
突
出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
以及阿富汗
重宝的神秘。
此次在成都博物馆的展
览主题是
“文明的回响”
，
意在以阿富

汗重要考古发现为基础，
以相当于我
国秦汉时期的当地文明变迁为主线，
向观众展示东西方多种文明在阿富
汗的碰撞和汇聚，
使观众深入了解公
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阿富汗
历史风貌，探寻阿富汗与中国、特别
是四川，在历史、文化、经济上的联
系，
深刻认识和理解
“一带一路”
倡议
的精神内涵。
本次展览中的200余件（套）展
品，来自法罗尔丘地、阿伊哈努姆、
蒂拉丘地、贝格拉姆四大考古遗址，
是阿富汗数千年的厚重文明的重要
见证。展品中大量流光溢彩的金器、
工艺精美的牙雕和玻璃制品，引得
现场媒体记者连连惊叹。
据了解，来自阿富汗这批文物
开启全球巡展之旅，十余年来从未
归国。如今，这批顶级瑰宝终于来到
成都，将向成都市民一一讲述阿富
汗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明。2月1
日来成博，倾听跨越千年的“文明的
回响”
。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阿富汗珍宝展现场

最后一天啦，快来投票！

喜神送福 福至身边

可以追溯到宋代。每当新春佳节之际，
成都市民都要携家结友，
出南门，
游喜
经过激烈角逐，20名小选手最终
神方，踏访武侯祠，拜谒刘、关、张和诸
胜出，当选“2018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的小喜神。他们将接受由成都武侯祠
葛亮，祈求一年的平安吉祥。
在历届武
侯祠成都大庙会上，
喜气、可爱的小喜
博物馆社教团队订制的丰富课程，学
神，不仅收获了观众满满的热情和喜
习了解国学、三国文化和民俗知识，
排
爱，
也成为最受欢迎的大庙会形象代言
练送福歌曲、诗歌和快板等贺岁节目。
人。本届大庙会，
成都武侯祠特别以三
开庙后，小喜神们将身穿专属定
国人物“诸葛亮”
、
“关羽”
为蓝本，
设计
制的“喜神”服装在喜神小屋内轮流
了可爱的
“小喜神”
和
“武财神”
形象。
“上岗”
，为观众盖“喜神印章”，
赠送福
“羽 扇 纶 巾 ”的 小 喜 神 ，鞠 腰 翘
气小礼物，同时还会在园区为中外游
臀，作揖行礼，十分喜庆。纶巾上的喜
客巡园送福，表演小节目，欢乐互动。
字，腰间福袋以及衣裾间的各种传统
相信你在大庙会上，如果能遇到这些
纹 饰，都 彰 显着吉祥寓 意 。
“青巾绿
可爱的小喜神，定能感受到他们传递
袍”的武财神，手托元宝，双指比心， 出的浓浓喜庆与温暖。
十分俏皮。关公标志性的五缕长冉、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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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投票超过20万人次，25位候选企业家共获460万票

由成都商报主办的“新经济、新
动 能 ——2017 四 川 十 大 创 新 企 业
家”年度人物评选已经进入尾声。截
至昨日18时，有超过20万人次通过
成都商报官方微信投票，25位候选
企业家总共获得了超过460万票。投
票将在今日17点结束，还有最后一
天，
请抓紧时间。
截至昨日18时，成都百庆集团
董事长张庆以47万票位列第一。中
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谢
绍宁票数较前天接近翻倍，以41.3万
票位列第二。通威太阳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毅以38.7万票位列第三。红
旗连锁董事长曹世如以36.4万票位
列第四。连续四天，这四位企业家票
数你追我赶，一直“霸占”第一集团
位置。
目前共有16位企业家的得票数
超过了10万张，所有25位候选人获
得的票数均在1万票以上，这表明本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次评选创新企业家获得了公众的更
破，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
多关注与认可。
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
在成都商报官方微信公开投票
享经济“六大新经济形态”，构建具
评选“新经济、新动能——2017四川
有成都特色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十大创新企业家”，既是对创新企业
虽然成都新经济产业开始发
的普及和推广，也是检验企业家公
力，但尚未形成生态圈，与上海、深
众知晓度的有效途径，是对民意的
圳、杭州等城市相比，缺乏行业领军
充分尊重。有网友表示，通过本次评
企业。通过本次评选，擦亮成都创新
选活动，大家深刻感受到天府文化
企业名片，助力成都在新经济领域
“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
实现弯道超车。
善公益”
的脉搏。
在本届十大创新企业家评选
成都正在以研发新技术、培育
中，大众网络投票占比70%，专家评
新组织、发展新产业、创造新业态、 审团投票占比30%。最终，十大创新
探索新模式为基本路径，以发展新
企业家名单由网友投票结果与专家
经济形态和培育新经济应用场景为
投票结果综合评定而成。
着力重点，
推动新经济加快发展。
7天票选时间已经进入尾声、25
目前，成都市新经济总量指数、 位企业家同台竞技，谁能继续保持
发展指数、竞争力分别在全国城市
领先优势直到最后？还有谁能异军
中排名第四、第六和第七位，大数
突起？最后一天敬请关注。
据、云计算、数字金融等新经济代表
■投票方式
行 业 在 全 国 城 市 位 居 前 列 。截 至
2016年，成都市拥有各类研发机构
投票平台：关注成都商报官方
965家，科技企业24396家，潜在独角
微信，
进入
“企业家投票”。
兽企业31家。成都聚集的共享经济
投票时间：1月25日7：00——2
企业超过100家，2017年上半年网络
月1日17：
00。
零售额达1050.7亿元。
投票规则：每人每天限投15票
今后成都将坚持以新技术为驱 （可自行将票数分配给心仪的候选
动、以新组织为主体、以新产业为支
企业家）。
撑、以新业态为引擎、以新模式为突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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