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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球“杜甫诗歌奖”总冠军揭晓！

长达一个多月的网络征集、投
票，和初评、终评，万众瞩目的总冠
军终于诞生了！

自2018年9月21日，由市委宣
传部指导，市网信办、市教育局、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文联主
办，市互联网文化协会、成都商报
社承办，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协办
的成都诗词大会第二季——首届
全球“杜甫诗歌奖”当代原创诗歌
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连续五周，共收到来
自全国的2031首诗歌作品，每一周
的初选评委由不同的诗刊编辑、著
名诗人来担任，根据他们的打分，
决选出了每一周的20位入围者，分
数最高者为当周冠军，奖金5000元
（税前）。而最终的总冠军，将在五
周选出的100位入围者中诞生，由
终审评委打分，分数最高者获胜，
奖金30000元（税前）。

经过激烈的PK，到底谁摘得
了桂冠？现在，揭晓总冠军得主
——《诗歌成都》（组诗）作者：老房
子。此前，老房子此组诗曾获得第
一周周冠军。

老房子，真名刘红立，是四川
西昌人，现居成都，系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

员，曾经凭借《九行诗》获得成都商
报《诗歌集结号》头条诗人奖。

昨日（13 日），组委会工作人
员联系到老房子，当得知自己获得
冠军后，他第一反应是：“惊出一头
汗！太意外了，我真没想到会获总
冠军。”老房子表示，参与这次活
动，就是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爱。这
一组诗，写作时间前后相差约三、
四年，并得到众多师友的指教，并
不是为了参赛而作，真的就是想将
对这座城市的情感真诚地表达出
来。“突然而来的惊喜，往往词不达
意。感谢读者，感谢评委，感谢给我
无限诗意的成都！”老房子表示，将
把所得奖金捐给成都市作协。

此外，由李少君、梁平、龚学敏、
胡弦、张执浩五位终评委投票产生
的9名优秀诗歌奖得主一并出炉。

李少君：

成都悠久深厚的历史人文背
景，和自然环境之美，日常生活之
美，给了诗人们极大灵感，因此本
次参赛诗歌内容丰富多样，形式
多彩多姿，修辞手法都比较讲究，
有些词藻艳丽，令人眼花缭乱，整
体水平比较高。其中，《蜀语》一
诗，精短雅致，抓住了成都的特征
精髓，作者似乎以现代诗的方式
向杜甫致敬，颇得情理结合的奥
妙，但又诗意盎然，读来让人回味
无穷。

梁平：

本季参赛作品可圈可点之处
不少，对成都的书写可谓琳琅满
目。只是很多作者恐怕简单考虑
扣题草堂，视野受制，对成都书写
的点位和感受还没有打开，期待
作者生活和情感更多、更有血肉
的进入。

我所打的高分作品《诗歌成
都》，它的好在能够处理好历史人
文与当下关照的融汇与拿捏，既
不深陷，也不游离。作者面对旧迹
和过往，总有我在，在现场，在呼
吸、在思考，别有新意。

龚学敏：

比赛体雷同已成为所有诗赛
最大的问题。我所打的高分作品

《五重奏：成都或者分行的芙蓉》
语言自然而不失诗意，书写成都
的角度独特，能够用现代的观念
拉近与杜甫的联系。在比赛体雷
同的作品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胡弦：

本季参赛作品整体质量不
错，去掉一些同质化的东西后，能
挑出许多别出心裁、别开生面的
诗作，较好地写出了成都的历史
感、现代感和诗人对一座城市的

热爱和体悟。我打出的高分诗作
《芙蓉史话》，借助古诗意境，拓开
眼前实景，古今相融，情思翩然，
用语古雅清新，于变通中求妙味，
是上乘之作。

张执浩：

本次入围的作品基本上能围
绕活动的主题书写，充满了生活的
气息。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作品用
力过猛，难以看到作者的诚意和真
心，浮光掠影居多，感觉不到实在
的生活气象。同时，语言交流保守，
缺少现代性，浪漫的抒情的成分过
重，没有让语言的诗意落地。

谈谈我打出的高分作品《在
杜甫故居》，紧扣参赛主题，既有
对历史的书写，也有对现实生活
的真切关照。呈现出了作者对日
常的驾驭能力。作品中弥漫着一
种深切的痛感与关怀，这点是与
杜甫精神合拍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普通百姓也能看得懂的
当代艺术展

晨晓到底是何许人也？作为新西兰
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晨晓是新西兰唯
一进入西方主流画廊的华裔艺术家，曾
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连续举
办30余届个人画展，是新西兰名列前
位，作品被收藏率最高的艺术家之一。

用颜色来抒情表意，是晨晓绘画
语言中最重要的成分。

晨晓的画，具有强烈的形式感和
浓郁的表现主义风格，鲜明、大胆的用
色成为了晨晓标志性的风格印记，大
片的色块在他笔下以出人意料的方式

碰撞、组合，达成独具韵律感张力，最
终画布上跃然而出的，是他“儿童”眼
睛中的纯粹世界，是他心中那片梦幻
般绚烂的色彩王国。

在业界享有极高赞誉的晨晓，本
人幽默而爽朗，与画面中直面扑来的
浓厚艺术气氛十分契合。晨晓说：“美
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美是需要贴近普
通老百姓的。这也是我的画展为什么
没有选择在博物馆而在购物中心举办
的原因。”事实上，此次画展并不是晨
晓第一次与 SM 集团合作，早在 2016
年，晨晓就在 SM 厦门新生活广场以
及SM天津滨海城市广场先后成功举
办了画展，并获得了广泛赞誉。

与祖国断不开的血脉关系

相对于早期的风景绘画，回归故
土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城市变化刺激
着晨晓的创作神经，《中国印象》系列
绘画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在这
组作品中，他用粗犷的笔触，把中国城
市的印象直观地表现出来，让每个观
者在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之下产生出一
种强烈精神的共鸣。

他用一双画家的眼睛看待不断变
化中的世界，看变化中的中国，体现着

一个当代艺术家的责任和担当。而正
在《自然的呼声——晨晓的色彩世界》
展出的《三三九成都印象》便是晨晓对
于成都这座城市的印象之作。

晨晓忠于心灵、描摹心境的绘画，
不仅符合西方人的审美情趣，也与中
国文人画的精神异曲同工，“这些年我
发现，虽然我运用的是西方的绘画语
言，但我的画中充满越来越多的中国
意味。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血液里流
淌着与中国永远切不断的关系。”

落叶归根为家乡尽一份力

虽然一直旅居在外，但故乡永远
是晨晓最为思念的地方。在拒绝了数
家名牌大学邀请之后 ，他毅然决然选
择了回到家乡担任“浙江农林大学暨
阳学院-晨晓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兼教授。晨晓深深地觉得，叶落归根，
能为家乡做一点事、尽一份力，是一件
非常幸福的事。

据悉，这是目前中国独立学院中，第
一所由艺术家名字命名的艺术与设计学
院。晨晓表示将为色彩诸暨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为诸暨的文化活动、城市雕
塑、色彩建设、美丽乡村设计等方面提供
力所能及的创意和策划。 （张一梅）

走进《自然的呼声
——晨晓的色彩世界》

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艺术之美所感染

现代艺术在人们眼中，似乎是晦涩
难懂、遥不可及的。然而，来自新西兰的
华裔画家晨晓，却用他的作品构建出一
个梦幻般绚烂的色彩世界。用作品向人
们昭示：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艺术之美所
感染，现代艺术离普通老百姓并不遥远。

SM集团作为时尚艺术生活的倡
导者，一直以来积极寻找艺术和商业
结合的更多可能性。本次《自然的呼声
——晨晓的色彩世界》艺术画展正是
出于“让艺术贴近生活”的初衷而举
办，目前已正式在成都SM广场3楼
多功能厅免费对外开放，整个展览将
持续到2019年2月19日。

1968年，世家以四叶草为灵感，创造出首款Alhambra
四叶幸运系列长项链，以金色圆珠细密围拢20枚褶皱金
质四叶幸运图案，构成完美和谐的幸运象征。四叶幸运图

案自此声名远播，成为普世的幸运符，更与梵克雅宝画上
等号。

Alhambra 四叶幸运系列多年来与时俱进、不断推
陈出新，把天然材质的绚丽色彩、各种符号、色彩及大
大小小的图案挥洒得淋漓尽致，是名副其实的珠宝设
计典范。且延续梵克雅宝卓尔不凡的工艺传统 ，体现
高级珠宝世家的专业造诣。每件作品背后结合了宝石
雕刻师、珠宝工匠、宝石镶嵌师及抛光工匠的毕生技艺
所学。

在首款Alhambra四叶幸运长项链问世后的50年，世
家隆重呈献此系列全新款珠宝，展现长项链优雅柔美之
态美。灰色珍珠母贝映射出的绚丽虹彩，与夺目的钻石
和淡雅的玫瑰金交相辉映；深黑色缟玛瑙与白K金和钻
石浑然天成。除了上述两款璀璨夺目的材质和谐搭配
外，更有四款独特设计华丽登场，分别缀以青金石及水
晶，向多年来赋予Alhambra四叶幸运系列醉人魅力的璀
璨宝石致敬。 （张一梅）

赴一场
庆祝“幸运”的盛宴

艺术家晨晓在成都SM广场画展现场

现场

梁平
（著名诗人、《草堂》诗刊主编、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龚学敏
（著名诗人、《星星》诗刊主编、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胡弦
（著名诗人、第七届鲁迅文学
奖诗歌奖得主、《扬子江诗刊》
主编）
张执浩
（著名诗人、第七届鲁迅文学
奖诗歌奖得主、《汉诗》主编）

优秀诗歌奖（9首）

《芙蓉史话》 朱永富

《斜风细雨过草堂（组诗）》 木 豫

《蜀语（三首）》 李 浔

《在杜甫故居（外2首）》 姜 华

《关于成都，请允我只说杜甫（组诗）》 刘 锋

《成都词典》 王唐银

《采桑子 成都旧闻录（一百三十五阕）》 魏丽兵

《成都纪行五首》 李昊宸

《五重奏：成都或者分行的芙蓉（组诗）》 魏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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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06 年 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宝诞生
以来，幸运便一直是其极为珍视的元素。品牌创始
人家族成员雅克·雅宝先生曾说道：“心怀幸运之
愿，方能成为幸运之士。”半世纪的时光流转，幸运
又将如何演绎？怀揣着此番期许，在梵克雅宝在桂
林阳朔举办的 AlhambrR 系列诞生 50 周年庆典上，
答案呼之欲出。

幸运是梵克雅宝一
直以来十分珍视的价值
观，更是其创意灵感的泉
源之一 ，由此成就多款
经典珠宝作品的诞生。
1920年代，四叶幸运图案
首度在梵克雅宝的作品
中亮相，与木制护身符、
幸运吊饰及灵动柔美的
仙子为伴。

梵克雅宝AlhambrR系列诞生50周年

100首入围作品，评委怎么看？ 评委会主任
李少君
（著名诗人，《诗刊》主持工作
副主编）

终评委

恭喜老房子，《诗歌成都》（组诗）夺冠！

文娱·时尚 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07

重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