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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专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博导、著名评论家张清华：

“草堂诗歌奖”为锦官城
带来几许浓墨重彩的诗意

2017年是新诗的百年，从形式、内容到
语言都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以现代
汉语作为载体，表达现代人的情感，思
想，观念经验，达到了比较完备的境
地。2017年的诗坛总体是活跃，富有生
气和活力的状态。

设立青年诗人奖
为了给诗歌写作注入活力

由中国作协诗
歌委员会、成都市文
联指导，
《草堂》诗刊
社与成都商报社共
同设立和打造的“草
堂诗歌奖”征集结束
后，目前已进入初审
阶段。
本期，评委将继
续发声，成都商报记
者专访了北师大文
学院院长、博导、著
名评论家张清华。和
其他几位评委一样，
张清华对在锦官城
里生根发芽的草堂
诗歌奖充满期待，他
在采访中谈到了自
己的独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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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诗集

杜甫的诗歌对当代诗歌的建设
有非常积极的引领意义
“对于首届草堂诗歌奖，我作为评
委，是充满期待，我希望能够评出好的
诗歌作品，奖励那些富有现实关怀与
理想情怀的诗人。
”张清华说。
谈到“草堂诗歌奖”区别于其他诗
歌奖项的特点，张清华吟诵了杜甫的
诗歌：
“ 窗含西岭千秋雪，这是内心世
界的宁静，和沉湎于诗歌艺术中的沉
着与高远。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现实
关怀。前者是终老于此，后者是现在就
启程。这是一体两面，是儒家人格精神
的化身，那么，草堂诗歌奖应该是倡导
这样的一种理想人格。
”

张清华说，草堂诗歌奖，用了草堂
这个关键词，无疑就是以杜甫的诗歌
为核心，杜甫的诗歌与杜甫的现实主
义诗歌精神作为奖项的基本内涵，是
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杜甫的诗歌代表
了中国诗歌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关
怀现实，感时忧国，这对于当代诗歌的
建设，
有非常积极的引领意义。
另一方面，杜甫作为诗人，他的人
格精神，是尤为感人的，他的人格情操
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范，对当代诗人
也是精神的感召和激励，对于提升诗
人的胸怀境界，对于当代诗歌的文化
品质，
都有很好的推动意义。
在张清华看来，去年的诗歌的创
作整体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因为

草堂诗歌奖的设立，无疑将会给
成都这座城市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
张清华说，首先是，弘扬杜甫诗歌光
辉，给锦官城，给当代的成都，带来几
许浓墨重彩的诗意，使得这座城市更
有人文品质，更具有人文潜质与诗性
色彩。张清华认为，草堂诗歌奖势必会
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给成都市民带
来一些人文气息的吹拂。
他称，希望草堂诗歌奖能够传扬
以杜甫为代表的伟大的诗歌传统，能
够评选出饱含现实主义诗歌精神的诗
人和诗篇。草堂诗歌奖依托《草堂》诗
刊，一谈到《草堂》，张清华马上说自己
很了解，每期必看，虽然它创刊时间不
长，
但是风格独具，
质量上乘。
张清华还谈到了草堂诗歌奖中专
门设立青年诗人奖，来奖励90后诗人，
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诗歌
是年轻人的事业。而如今很多人谈到
诗坛会提到很多让人忧虑之处，张清
华恰恰觉得，忧虑大可不必，动则“忧
虑这，忧虑那”，他唯独不忧虑诗歌写
作，他相信大家都在自由写作，诗歌一
定会成长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广西龙舟倾覆17人遇难

龙舟运动迅猛发展之下
如何保证人员安全？

获年度杰出作家奖
曹元勇：
“《机村史诗》的分量
远远重于《尘埃落定》”
《机村史诗》
（六部曲），由《随风
飘散》
《天火》
《达瑟与达戈》
《荒芜》
《轻雷》
《空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
衔联的小长篇，以及六则关于新事
物的故事和六则描写与新社会相适
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的故事组成，
融入时隔多年后的全新思考，
《机村
史诗》将每一片“花瓣”
单独成书，
成
为一个彼此独立又有机相连的完整
“六部曲”
。
凭借该书，
阿来获得了
“第七届华
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
。
曹元勇对《机村史诗》
（六部曲）评
价极高，
他说：
“中国很多读者对阿来
的《尘埃落定》比较熟悉，
《机村史诗》
有点儿被忽略。
如果放在当代文学中
来看，
《机村史诗》的分量远远重于《尘
埃落定》。
《尘埃落定》写的是上个世纪
前50年的一段历史，
而《机村史诗》
（六
部曲）写的是后50年的历史，阿来的
《机村史诗》
（六部曲）视野宏达，
他写
的不止是一个中国乡村的变化，
也是
地球上其他一些国家的变化。”

公益电影影讯
4月25日、4月29日放映安排（主
城区及天府新区每周三、周日放映，
二三圈层区（市）县每周日放映）：
影片名为《清水里的刀子》，放
映影城包括太平洋影城（春熙店、
王府井店、川师店、新城市店、金沙
店、沙湾店、金色海蓉店、武侯店、
紫荆店、蜀西店、温江店、龙泉店、
新 津 店 、崇 州 店 、彭 州 店 、都 江 堰
店、邛崃店、简阳德盛店）、万达影
城（锦华店、金牛店、成华店）、峨影

在曹元勇看来，在中国当代文
学中反映这五十年变化杰作不少，
比如莫言《生死疲劳》。而阿来的特
殊性是在写作过程中，
放眼到全球。
这么做的原因，
阿来说，
文学的本质
是寻找人类、命运的共性，
在特殊性
当中要写出普遍性。

5年完成一部作品
阿来：
“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讲，
需要不断地创新”

谈到读书，阿来说：
“ 我确实读
过非常多的外国文学，
现在我进书店
没什么好读，好一点儿的书我都读
过。
”
他说，
因为自己一直有一个非常
顽固的想法——小说首先是一个语
言艺术，
“如果你为了思想深刻看小
说干什么，
读哲学不行吗？读历史不
行吗？我们读小说第一个理由，
就是
语言。
”
语言如若不行，
在阿来眼里就
是一个不合格的作家。
曹元勇让阿来谈一谈什么是好
的小说和好看的小说，
阿来说，
很多
小说，
只剩人和人的关系，
比如从古
典文学开始，很多文学只讲人跟人
的关系，
没有人与自然的关系，
没有
和周围事物的关系。
于是，
阿来在自
己的小说中把自然界的美好写出
来，尤其是把自然界作为我们生存
环境的一部分刻画出来。
阿来说，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
讲，需要不断地创新，
创新首先就是
小说形式上。
他刚写完《尘埃落定》，
出版社和一些读者催促他赶紧再写，
那时候有一句话在写作界流传很广，
就是要
“趁热打铁”
，
写完一本按照那
个套路再写一本，
在形式和语言上没
有任何的创新。
但阿来不甘心于用一
辈子的写作复制最成功的那一部，
于
是，
为了写了这样一部作品，
用了5年
的时间。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1958电影城、和平电影院、卢米埃
影城（龙湖店）、东方世纪影城、星
美学府影城、339电影城（新时代高
塔）、影立方773IMAX影城、保利国
际影城（奥克斯店）、星美国际影城
（戛纳店、双流店、蒲江店）、越界影
城郫县店、中影飞尚国际影城、青
白江英凰影城、九州国际影城、西
岭国际影城等。
（注：
个别影院因节目原因会存
在放映影片与影讯不符，请以实际
放映为准）了解详细信息请关注官
方微信
“文化成都”
。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邀请各位专家，
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和胆道感染相互促进，
互为因果。
最
可怕的还是长期炎症刺激诱发胆囊
癌或者胆管癌。所以，伍刚医生建
议，
若是出现胆结石的症状，
一定要
尽早进行手术治疗。
除 了 名 医 热 线 ，今 天 下 午 三
点 到 四 点 ，来 自 四 川 大 学 华 西 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过敏性鼻炎
诊治中心负责人孟娟将在四川名
医开展线上微坐诊。4月24日下午
胆 结 石 又 称 胆 石 症 ，是 指 胆
14 点 半 ，来 自 成 都 市 第 七 人 民 医
道系统包括胆囊或胆管内发生结
院神经内科主任钟伟将为大家带
石的疾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今
来《糖尿病与老年病眩晕》的主题
讲 座 ，现 在 拨 打 名 医 热 线 即 可 参
天 ，四 川 名 医 为 大 家 邀 请 到 的 是
四川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伍刚医
与报名。
生接听
“名医热线”
，
他擅长肝胆胰肿
要了解更多服务信息， 关注
瘤、
梗阻性黄疸及肝胆胰脾外科微创 “ 成 都 商 报 四 川 名 医 ”微 信 公 众
手术。
若您有这方面的困惑，
都可以
号 ，点 击 底
在今天中午的12：00到13：00这个时
部菜单栏目
间段内拨打名医热60160000，听 伍
条 的“ 今 日
刚医生为您答疑解惑。
服 务”，根 据
胆结石会给我们的身体有哪些
提示进入相
危害？导致右上腹疼痛；发生胆囊
应 版 块 ，即
癌；危害肝功能；导致急性胆管炎、 可 直 通 名 医
扫码关注
化脓性胆管、阻塞胆胰汇合部引起
服务 。
胆源性胰腺炎危及生命。胆道结石
（杨乔）“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今日
服务

不穿救生衣很常见
事发地龙舟队常冲越滚水坝

广西桂林龙舟意外救援现场
专业龙舟赛事有27场，这其中并不包
括桂林这样的民间自发组织的业余
龙舟赛事。
曾在广州亚运会上夺得三枚龙
舟项目金牌的四川选手刘佳，
目前在
德阳从事水上运动教练工作。
她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
国内龙舟爱好者普遍
缺乏水上运动专业知识，
训练时不穿
救生衣很常见。
而记者采访了多支龙
舟队，除曾代表中国参加亚运会的佛
山九江龙舟队，
表示日常训练会严格
遵守安全制度外，其他业余队伍，穿
不穿救生衣，都“随缘”。成都商报记
者试图联系中国龙舟协会，
但截至发
稿时，并未得到回复。

滚水坝是水上运动禁区
已吞噬多条生命
此次事故中，
“滚水坝”
一词被反

复提及，滚水坝为拦水建筑物，主要
作用是抬高上游水位、拦蓄泥沙，当
涨水时，多余的水可溢流向下游。现
场负责救援的蓝天救援队相关人士
介绍，出事的滚水坝落差虽不大，但
水从高处流下时会形成漩涡，
将落水
者吸住，
一旦被吸住很难挣脱。
事实上，
在专业水上运动领域，
滚
水坝是公认的“死亡禁区”，
资深皮划
艇爱好者袁晓锦告诉记者：
“上游的水
从坝上跌落到河底，
会顺河床往下游
流一定距离后才往上升。
上升的水流
一部分继续往下游流，
另一部分则往
上游回流。
这股回流的水能把掉进去
的人困在上升水流和水坝之间。
”
去年6月，福建武夷山崇阳溪就
曾发生过类似事故，
三支皮筏艇在过
滚水坝时倾覆，导致5死1伤。刘佳也
明确表示，训练时，她会要求运动员

远离水坝、闸门这样的地带，
“一旦被
卷进去，即使穿了救生衣，没有经过
专业的训练，
也很难脱困。”
滚水坝的恐怖之处在于，
一旦陷
进去，
救生衣能起的作用不大，
甚至很
有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滚水坝会形成
一个面积不等的回流区域，
穿着救生
衣，
虽然浮力增大，
但也因此一直被回
卷力往回拉，
不断呛水。
”
那么，
一旦掉
进滚水坝，
该如何应对？
袁晓锦给出了
如下建议：
“首先要放松，
放松之后可
以尝试往两边游。
如果两边不易上岸，
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往水底沉，
想办法
搭上水底的主流，
让主流把你带出去。
你可以通过改变身体的姿态，
比如身
体抱成一团，
比如向下潜泳。
有些时候
被困者拼命扑腾，
怎么也出不来，
最后
被水呛晕了，
不动弹了，
反而被水流带
了出来。
”
针对目前国内龙舟运动参与者
专业知识和安全意识都比较薄弱的
情况，
不少水上运动从业者都建议相
关部门应该重视专业知识的普及，
同
时出台相关规定对这项运动进行规
范，
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国际泳联执委涉嫌二十年前买凶杀人被监视居住
买凶杀人的嫌犯，长达二十年都
没有暴露，反而还登上了国际泳联执
委的高位！如此情节，恐怕电影都不
敢这样编，但它却真实地发生了——
据美联社报道，前匈牙利泳联主席、
现任国际泳联执委加尔法什因涉嫌
谋杀罪在日前被匈牙利警方逮捕。
最新消息，新华社援引匈牙利首
都法院新闻发言人的发言称，当地法
官决定对匈牙利前游泳协会主席加
尔法什采取为期一个月的监视居住。
加尔法什年轻时当过体育记者，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从21日
起，全国连续三天都陆续举办各式
各样的世界读书日活动，成都以四
川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
作家阿来的新书分享拉开了序幕。
继《尘埃落定》之后，阿来又一
部长篇巨著《机村史诗》
（六部曲），
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21日
下午，他携这套新作在成都购书中
心与读者见面，
并与翻译家、浙江文
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进行了
一场题为“历史剧变中的个人命运”
为主题的交谈，
分享他关于创作、关
于阅读的思考。

胆结石不痛，
就不用做手术吗？

4月21日下午约1：40，广西桂林
桃花江某河段两艘龙船在河内先后侧
翻，据新华社报道，57人掉落水中，17
人遇难。这是近年来中国水上运动发
生的人员伤亡最惨重的一起事故，其
中暴露出来的诸如参与者安全意识薄
弱，
水上运动专业知识薄弱等问题，
在
当前国内龙舟赛事开展得如火如荼的
背景下，
也是整个业界亟待解决的。
针对此事，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
包括亚运会龙舟冠军在内的多名资深
水上运动从业者，
听听他们的建议。

4月21日，
在广西桂林桃花江鲁家
村河段，两艘龙舟在桃花江竞渡演练
时经过拦堰时发生失控，
随后翻覆，
约
57人落水，
17人遇难。
据《新京报》报道，桂林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表示，该次龙舟演习系村民
私自组织。此前曾报备但并未通过，
事发前一天还进行了相关安全警示。
现公安机关已对牵头组织活动的2名
人员进行控制。桂林市龙舟协会秘书
长谭桂安曾透露，敦睦村龙舟队在路
过事发滚水坝时试图冲过去，但由于
水流较急且有漩涡，导致龙舟倾覆。
在当地，龙舟队员一般没有穿救生衣
的习惯。此前当地龙舟队常有冲越滚
水坝行为，但从未听说出过事。
最近几年，国内龙舟竞渡运动发
展迅猛，成为可“媲美”马拉松的热门
项目。在中国龙舟协会官网上可查
到，今年3月到12月，有案可查的大型

阿来携新作《机村史诗》
与读者见面

1989~2009年，他是太阳电视节目制
作公司的所有者，从1993年开始，加
尔法什担任匈牙利游泳协会主席一
职。2016年，加尔法什因与匈牙利传
奇游泳运动员，
有“铁娘子”
之称的霍
斯祖交恶而“下台”
，结束了对匈牙利
泳坛长达23年的“统治”。辞职后，加
尔法什仍担任着国际泳联执委的职
务，在2017年匈牙利退出2024年奥运
会申办之前，加尔法什还兼任着布达
佩斯奥申委的副主席一职。
而这样一位在匈牙利体育界极

具影响力的人物，
却涉嫌二十年前作
为主谋，
买凶杀害一位经营媒体的企
业家。1998年2月11日，拥有证券投资
报社、杂志社和电视广播公司的匈牙
利传媒大亨费涅·亚诺什在布达佩斯
市中心被人用冲锋枪打死在车内。
新
华社称，
作为当年太阳电视节目制作
公司的所有者，
加尔法什和传媒大亨
费涅之间有过生意上的冲突。
据美联社称，去年5月，一位名
叫约瑟夫·罗海克的斯洛伐克人被控
谋杀了费涅，被判处终身监禁。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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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匈牙利警方重新调查此案，目
的是要找出这起杀人案中的雇主，
加
尔法什被列为高度怀疑对象。
当地时间4月17日，69岁的加尔
法什被匈牙利警方逮捕，
警方当日发
表声明称，
加尔法什涉嫌唆使他人杀
人。当地时间4月20日，匈牙利首都法
院新闻发言人毛道拉希·奥瑙对外表
示，布达佩斯中心区法院当日决定，
对加尔法什采取为期一个月的监视
居住。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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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牙团购更划算
中老年人多被松牙、残根、烂牙
困扰。残根、烂牙影响口腔卫生，引
起发炎、口臭等问题。
想知道怎样更
科学、合理地处理残根、烂牙，市民
可 拨 本 报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
咨询！
残根、
烂牙不拔，
害处多
烂牙、残根、残冠、不良镶牙突
起且凹凸不平，
刺激舌头，
因为舌头
运动得多，
刺激长期存在，
可能会引
起冠周炎、根尖周炎、颌面间隙感
染、颌骨骨髓炎及口腔溃疡等疾病，
还会引起口臭，
影响咀嚼、发音等功
能和面容美观。
怎样处理残根、
烂牙？
先申请免费口
腔检查
对于残根、烂牙，
需在医生全面
检查之后，
评估整体情况，
包括牙根
长度、有无松动、有无根尖周炎、牙
的位置等以确定是拔除还是保留。
对于能保留的牙根，可制作桩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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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美观、耐用，
避免拔牙之苦。
如不
能保留，则建议尽快拔除后做种植
牙。
想知道哪些牙齿能保留？市民可
拨 028-69982575 报 名 参 与 免 费 的
牙齿检查，先检查再决定，每日限20
个名额。
种植牙特惠，
免费拔牙、
洁牙
种植牙作为人类的“第三副牙
齿”，美观、舒适、咀嚼功能恢复好，
使用时间长达40年甚至更长，还不
需要磨损健康邻牙，
受市民青睐。
为
让更多市民获得实惠，本周0元免费
检查牙齿；做种植牙做2送1、免费拔
牙、洁牙。
报名热线：
028-69982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