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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先生（查良
镛）于 10 月 30 日去世，享年 94 岁，他
创作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神
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
经典小说，还在广大读者心中，并未带
走。11月12日下午，金庸先生的丧礼
在香港殡仪馆举办，尽管家人定为小
型私人丧礼，依旧引发社会各界人士
专程赶来吊唁。

昨日，金庸出殡。早上 9 时许，前
来香港殡仪馆送金庸最后一程的亲友
陆续抵达，包括导演张纪中、许鞍华，
香港作家蔡澜、陶杰、李纯恩等。企业
家马云在两个保镖的护送下，也抵达
殡仪馆。

10 时 55 分左右，在亲友送别下，
金庸出殡。

金庸的灵柩首先抬出灵堂，儿子
查传倜紧随其后，他捧着父亲的遗
照，双眼通红，强忍悲痛。与灵柩一同
步出殡仪馆的还有查家的家人、马

云、张纪中、许鞍华、李纯恩等人。每
个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甚至有的眼
眶湿润。最后，灵车在媒体包围中离
开香港殡仪馆，前往位于大屿山山顶
的宝莲寺火化。

中午时分，金庸灵柩运抵宝莲寺，
据当地工作人员透露，火葬场为海会
塔，金庸遗体正是在此进行火化。在海
会塔凉亭两旁挂着“身如芭蕉心如莲
花哲人远去，百节疏通万窍玲珑天笔
回归”的挽联，横批是“查公良镛茶毘
大典”。

午后，金庸火化仪式开始，一代武
侠大师就这样化作一缕青烟，缓缓上
升。不由得让人想起查良镛儿子查传
倜此前曾在微信中说的：“看破放下五
蕴空，含笑驾鹤倚天飞。”据悉，金庸的
遗体火化后，骨灰将安放在海会灵塔
骨灰坛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摄影记者 王效 发自香港

斯坦·李去世的消息传遍电影
圈，令漫威迷感到悲伤，漫威影业
主席凯文·费吉、“蜘蛛侠”汤姆·霍
兰德、“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

“金刚狼”休·杰克曼、“冬兵”塞巴
斯蒂安·斯坦、DC 官推、迪斯尼等
纷纷发文悼念。美国队长扮演者克
里斯·埃文斯发文悼念，“不会再有
另一个斯坦·李了。”金刚狼休·杰
克曼则表示，“我们失去了一个有
创造力的天才。”

斯坦·李的经历十分传奇，
1940 年，斯坦利（斯坦·李原名）在
亲戚的帮助下，进入了一家名叫

“及时漫画”的公司担任助理，平时
主要的工作是给当时的漫画编辑
乔·西蒙端茶倒水及清理烟灰缸，
偶尔参与一点校对工作。斯坦利有
一个宏伟的目标：成为一名优秀的
编剧。斯坦利早期作品后面的署名
都是“斯坦·李”，谁也没想到，这笔
名一用，就是近八十年。

1941年，斯坦·李第一部作品问
世，即《美国队长》系列漫画的第三
部。1961年11月开始，在搭档漫画

家杰克·科比的协助下，他创作了
《神奇四侠》《蜘蛛侠》《钢铁侠》《雷
神托尔》《绿巨人》《X战警》《奇异博
士》《超胆侠》等漫画角色。1972年，
斯坦·李成为漫威漫画公司的发行
人和董事长。2002年，他与人合作创
办了 POW！娱乐公司。2011 年，斯
坦·李留名好莱坞星光大道。

斯坦·李已成为美国流行文化
的重要标志之一，他创作了漫威
80%的知名角色，圆了无数人心中
的英雄梦。他还被誉为漫威电影的

“活彩蛋”。从《X战警》系列开始，他
便成为各大漫威电影的“客串之
王”，甚至凭借客串的演员身份获得

“美国全角色历史最高票房演员”。
在热映的《毒液》中斯坦·李也没有
缺席，影片结尾处，斯坦·李演一个
遛狗的路人，边遛狗边告诫男主不
要放弃。这也是斯坦·李在漫威电
影中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个“彩蛋”。

曾在好莱坞闯荡多年的《捉妖
记》导演许诚毅，昨日在接受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时表示，“很欣赏
他创作出来的不同故事和世界。”

含笑驾鹤倚天飞
金庸昨日出殡，马云张纪中等送大侠最后一程

杜甫昨回“长安”
“杜甫千诗碑书法作品全国巡展”首站走进西安

为讴歌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全国文
史研究馆系统馆员艺术创作成果，由
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四川
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四川省人民政
府参事室、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
馆承办的“文史翰墨——第五届中华
诗书画展”暨“记住乡愁——蜀巴文史
翰墨第五届诗书画印艺术展”，昨天在
四川美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11月
18日，期间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据悉，艺术展期间，还将在四川
传媒学院举行诗词吟诵会及组织艺
术家赴阿坝州汶川、理县开展采风写
生创作活动。为全面展示和记录本届
艺术展的丰硕成果，以期让更多的艺
术爱好者共享本届艺术展文化成果，

《文史翰墨——第五届中华诗书画展
作品集》和《记住乡愁——蜀巴文史
翰墨第五届诗书画印艺术展作品集》
也一并在艺术展开幕式上举行新书
首发揭幕。

“文史翰墨——中华诗书画展”
自 2014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已连续
成功举办四届。本届文史翰墨中华诗
书画展在中央和各地方文史研究馆
馆员中选取了 120 多位有代表性的
文史和书画名家的作品。集中展出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
究院院长袁行霈，中央文史研究馆副
馆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
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冯远和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孙机、傅熹年、侯
德昌、韩美林、金鸿钧、金默如、张立
辰、郭怡孮、李前宽、杨力舟、赵仁珪、
吴静山、李燕、李小可、程大利、田青、
王明明、程毅中、薛永年及 35 个省
（区）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精品力作
128幅（件），其中，书法43幅（件）、国
画85幅（件）。这些作品以新时代、新
征程、新期待为背景，力求表现祖国
辉煌的发展成就，描绘新时代的宏伟
蓝图和美好理想。展出的作品风格多
样，笔墨意趣有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昨天上午，由中国书法馆、成都杜
甫草堂博物馆主办，成都杜甫草堂诗
书画院美术馆、西安市亮宝楼承办的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千诗碑书
法作品全国巡展（西安站）”，在西安市
亮宝楼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将持续
至2018年11月19日。

此次展览展出成都市重大文化建
设项目“杜甫千诗碑”项目所征集的当
代杜诗书法作品共计 120 余件，其中
包括沈鹏、翟万益、刘洪彪、洪厚甜、曾
来德、钟明善、薛养贤、张红春、遆高亮
等当代书法名家创作的杜诗书法作
品，涵盖了真、草、隶、篆、行多种书体，
从俊秀优雅的行楷书到笔走龙蛇的狂
草，再到敦厚朴拙的篆隶，书家以各自
的艺术语言再现了杜甫诗歌中的意境
之美，实现从诗歌艺术到笔墨艺术的
转换，可谓百花齐放，各显千秋。

杜甫身居长安（今西安市）十年的
生活经历，不仅是杜甫一生的重要节
点，也是他形成沉郁顿挫诗风的重要
时期。《春望》《兵车行》《丽人行》《自京

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首首饱
含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诗篇书写了
长安十年的种种艰辛。西安，让杜甫的
诗歌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成都，让杜
甫的诗歌有了些许宁静和闲适。据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介绍，“成
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杜甫千诗碑’书法
作品全国巡展首站选择西安，正是由
于西安之于杜甫意义非同一般。此次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在‘杜甫千诗碑’
项目即将落成之际，携当代书法家悉
心创作的部分杜诗书法作品走进西
安，以一缕墨香致敬诗圣杜甫，也是成
都与西安两座在杜甫一生中留下了不
可磨灭印记的城市一次难得的以诗书
为媒的文化交流。”

据悉，2015年9月正式实施的“杜
甫千诗碑”项目，将杜甫存世的 1455
首诗歌以书法刻石等艺术形式在杜甫
草堂博物馆及浣花溪公园内予以呈
现。三载砥砺，时至今日“杜甫千诗碑”
已基本建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中华诗书画展”
昨在四川美术馆开幕

斯坦·李再见

谢谢
超级英雄

“再见了，超级英雄。
再见了，斯坦·李。”昨天一大早，电影圈传来一个令人悲痛

的消息：一手打造漫威世界，创造了蜘蛛侠、X战警、雷神、钢铁
侠、神奇四侠、绿巨人、黑豹等超级英雄的漫画作家斯坦·李，于
当地时间周一（11月12日）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
95岁。尽管一直不停地出现在漫威的各种电影中，但过去一
年，斯坦·李一直患有肺炎并伴有视力问题。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联系上与斯坦·李有过交往的电影人，揭秘与他交往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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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计划创作“中国超级英雄”
据斯坦·李工作室发布的消息：一直以来斯坦·李都想

创作一个“中国超级英雄”，上次他的中国之行，遇上一位
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孩邓紫棋，她歌声的力量完全是斯坦·
李创造这位超级英雄的完美蓝图，老爷子想让大家帮他为
这位“中国超级女英雄”取个名字，他想或许可以以一种宝
石命名。

但是计划还未落地，斯坦·李就告别了人世，曾与老爷
子见过面的邓紫棋于北京时间11月13日中午发微博纪念
这位“超级英雄创造者”：“很惊讶和伤心。你是我认识过最
和蔼可亲的人之一，能遇见你实在是我的幸运。谢谢你为
世界带来这么多的启发、希望与勇气，谢谢你让这么多人
在动荡的世界里能够相信自己。你会一直留在我们的心
里、生活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到邓紫棋的经纪人时，
其经纪人表示，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沉
痛，因为斯坦·李有那么多经典的作品，他的那些漫威英雄
陪伴了我们那么久。他去年和紫棋见面时的精神状态很好，
我们都折服于他的幽默和睿智，他很乐观，也很开朗，所以
（得知）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难过。”对于要以邓紫棋为原型
打造的“中国超级女英雄”的计划，其经纪人向记者解释：

“因为大家都沉浸在告别这位大师的伤感中，我们也没有心
思去谈这个东西，所以暂时不会启动这个计划。”

3月还在病中向粉丝们致谢

“嗨，英雄们，我是斯坦·李，因为在跟肺炎搏斗，所以
最近没咋跟大家联系，不过我现在感觉好一些了。但我想
让你们知道，我非常想念你们，我一直把你们放在心上。同
时我希望你们一切都顺利，我想念你们，包括你们的热情，
还有一直不间断的信件、照片和邮件，我想让你们知道我
一直爱你们。我想整个漫威，小蜘蛛以及我真的拥有着最
好的粉丝，我真的太幸运也太感谢了。所以，让我了解你们
的近况，希望大家一切都顺利，也希望下一次我们聊天的
时候，我的身体状况更好一些，也许等我打败肺炎的时候，
我们能够一起在网上愉快地玩耍。”今年1月31日，这位95
岁的老人因突发心脏病在家中病倒，表现出来呼吸急促，
心跳不规律，被紧急送往医院。3月，斯坦·李对外公布了一
则视频，表示自己现在正在和肺炎作斗争，不过自己的身
体状况还不错。

“超级英雄”将成传世之作

昨天上午，记者致电斯坦·李工作室，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稍后会在官方网站发布相关消息。稍后，工作室发表文
章表示，“斯坦·李POW！娱乐公司全体同仁为失去斯坦·李
这样一位挚友和导师感到万分悲痛。流行文化之父斯坦·李
的离世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并痛心的打击。然而，他创作的
蜘蛛侠、钢铁侠、浩克、X战警、复仇者联盟以及其他为漫威
和斯坦·李POW！娱乐公司创作的数千个超级英雄将会成
为他的传世之作，并继续为世界以及一代又一代的漫画迷
带来欢乐。我们向斯坦·李的家人以及支持者寄以哀思与祷
告，我们不仅怀念他的作品，还有他本人，正因为有这样一
位朋友世界才变得更美好。他是独一无二的偶像和先锋人
物，能够与他一起共事，我们深感荣幸。斯坦·李曾对公司作
出精心安排，我们有信心在现在和今后的斯坦·李POW！娱
乐公司项目中继续秉承斯坦·李先生的遗志。”

2017年12月，斯坦·李老曾到北
京，还爬了长城，当时老爷子可谓老
当益壮，冒着严寒踏上“好汉”之旅，
一身装扮也分外惹眼。据斯坦·李工
作室发布的消息：当天工作人员夸老
爷子：“你快95岁了还能爬长城，应
该给你申请一个吉尼斯奖状！”没想
到老爷子故作生气状：“为什么你会
觉得我已经95岁了？你这样跟一个
年轻人讲话很没有礼貌哎！”

在一次采访中，斯坦·李曾谈起
自己登上长城的感觉，“我感觉自己
像是在传奇中漫步一样，你明白吗？
我小时候读过的故事中，其中就有
中国长城。我爬上一级级台阶，一点
一点地爬，走几步路，一点点地走。

我简直不敢相信。中国是一个了不
起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我想说的
是，友好善良，我爱中国。”

当时他表示要与中国伙伴合
作，创造中国的超级英雄形象。如
果是创造一个中国的超级英雄，斯
坦·李说：“那他必须会功夫！功夫
不好不要他！”

去年，斯坦·李来中国时透露，
将在上海举办动漫展，今年终于实
现。就在上个月，作为美国三大漫
展之一的斯坦·李在中国的首个漫
展——“斯坦·李（上海）动漫宇宙
展”登陆上海世博展览馆。这是该
活动首次登陆中国，当时引发不少
中国粉丝的围观。

“不会再有另一个斯坦·李了”

去年曾来中国爬长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陈雅慧

斯坦·李

斯坦·李和他创造的英雄们

查传倜捧着父亲的遗照

灵车离开香港殡仪馆

谢谢你为世界带来这谢谢你为世界带来这
么多的启发么多的启发、、希望与勇希望与勇
气气，，谢谢你让这么多人谢谢你让这么多人
在动荡的世界里能够在动荡的世界里能够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邓紫棋

““

粉丝们昨日在星光大道祭奠斯坦·李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