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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博物馆征集令：
来与丹麦剪纸大师一起参展

9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获悉，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将联合
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
丹麦剪纸艺术家凯伦·碧特·维勒合
作，于10月下旬举办《纸的对话——丹
麦@金沙》特展。

凯伦·碧特·维勒是来自北欧的剪
纸艺术家，其创作的剪纸作品先后在
挪威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丹麦欧登
塞安徒生故居博物馆、中国今日美术
馆、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以及美国阿普尔顿艺术博物馆等多个
文博、艺术机构展出。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划分为丹麦
剪纸作品与金沙剪纸作品两部分。为
了让广大的剪纸爱好者也可以与大师
一同参展，即日起，金沙遗址博物馆联
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面向社会征
集围绕金沙元素创作的剪纸作品。

征集结束后，经初步筛选的作品
将参与线上投票，评选出观众最喜爱
的10幅作品，与丹麦大师的作品一同
展出。根据最终投票结果，票数前5名
的参与者，可获得金沙遗址博物馆年
卡一张，后5名的参与者可获得金沙文
创礼包一套。活动期间，积极参与的读
者也有机会获得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年
卡。此外，开幕当日，主办方还将邀请
50位幸运读者作为首批观众，现场见
证丹麦与成都之间“纸的对话”。

征集时间：9月13日~10月6日
剪纸要求：1、投稿的作品采用红

色剪纸专用纸创作，不超过A3纸张大
小（即297mm×420mm）。2、剪纸作品
以金沙元素为基础创作，既可以表现
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如太阳神鸟金饰、
铜立人、十节玉琮等；也可以表现你想
象中的古蜀生活、古蜀人与现代，古蜀
人与未来的画面，以及其他与金沙遗
址有关的主题。

投稿要求：1、投稿内容包括：作品
实物图片（垂直视角拍摄1张、细节特
写拍摄1张）、作品文字说明；2、为保证
展示效果，照片规格请不要低于2M；
3、作品文字说明需要包括：作品名称，
创作者的基本信息（姓名，年龄，职业
与联系方式），作品尺寸（长×宽，以厘
米为单位），创作理念描述（150字内）；
4、提供者须对该作品拥有独立、完整
的著作权，若发生侵犯他人著作权、肖
像权、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
切法律责任，由作品提供者自行承担。

投稿方式：投稿到邮箱：jinshaji-
anzhi@163.com，邮件主题请注明“纸
的对话剪纸作品投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成都数十诗人齐聚
以诗词“望月咏秋”

9月12日下午，共青团成都市委与
四川省诗歌学会在成都，共同开展庆
中秋、迎国庆“诗人灵感地·青春未来
城”大型主题诗会活动。

成都知名诗人杨牧、龚学敏、曹纪
祖、李自国、牛放、向以鲜、蒲小林、熊
游坤、李斌、黎阳（女）、茶心、希贤、苏
仕佐等几十位诗人悉数到场。

诗词作者和朗诵家以优美的语
言、抑扬顿挫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
声音，以诗会友、以诗言志、以诗咏怀、
抒发胸臆，带领在场观众进入诗词的
美妙意境，感受望月咏秋的万千思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昨日 19 时 30 分，虽然因天气原
因未能中秋赏月，但在成都崇州唐人
街相府广场彩灯璀璨，依旧笑语欢
声、热闹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四川省2019“万人赏月
诵中秋”群众文化活动主会场集中展
演就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四川
省2019“万人赏月诵中秋”群众文化
活动举行集中展演。活动主会场设在
成都崇州，同时在绵阳江油、宜宾长
宁、广安岳池、阿坝汶川、甘孜泸定、
凉山西昌各设1个分会场，以连线主
会场方式，形成了四川省七城同赏一
轮月、万人共赞天府美的联动势态。

七城节目同步看

崇州市作为四川省2019“万人赏
月诵中秋”活动的主会场，以“安逸走
四川，赏月到崇州”为活动主题，唐人
街民俗文化风情街以“四相开街”仪

式拉开了崇州主会场集中展演活动
的序幕。“四相”是唐代的张柬之、钟
绍京、李岘和王缙四位宰相，他们先
后在崇州担任过刺史，颇有政声。仪
式上，依照崇州民俗，咚咚的鼓声中，
24名少女身着唐装汉服跳起了“嘉禾
舞”，在表达丰收喜悦的同时，表达对

“四相”的纪念。“四相开街”仪式古意
十足、韵味悠然，置身于唐人街的唐
代建筑群中，历史与现实、传承与创
新在这里完美交融，浑然一体。

接下来的展演则把崇州主会场
气氛推向了高潮。整个展演分为《月照
故人归》《月映好时节》《月是故乡明》

《月诵新时代》四个部分。童谣《喊月
亮》、合唱《彩云追月》、男声四重唱《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器乐合奏《安逸
走四川》、杂技《青花韵》等形式多样的
节目让观众完全沉浸在月圆中秋、家
和人美的深远意境中。江油、长宁、岳
池、汶川、泸定、西昌六个分会场的节
目在主会场的LED大屏同步呈现，让
观众身临其境领略了汉族、藏族、羌

族、彝族绚丽多彩的中秋风俗。

线上观众达百万

“崇庆南路的歌声依旧飘荡在新
城的夜空，我也想为我的小镇写上一
首动听的歌谣。”一曲婉转动听、旋律
优美的情景表演唱——《崇州记忆》，
诠释了有 4300 年文明传承、有林盘
古镇、雪山镜湖、湿地原野等天府元
素的崇州城市底蕴。

据了解，崇州主会场的集中展演
活动，通过线下展演、线上直播的方
式，形成了“现场万人赏月、线上百万
观众、网络辐射千万”的浩大声势。短
短一个多小时的展演，伴随着悠扬的
乐曲声、诗歌朗诵声，唐人街古色古
香的亭台楼阁间，缓缓升起了一轮皎
洁的“海上明月”，为四川人民送去了
最美好的中秋祝福。整场展演活动在
全场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的澎湃
旋律中落下帷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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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诵中秋 七城共此时
成都崇州、绵阳江油、宜宾长宁、广安岳池、阿坝汶川、甘孜泸定、凉山西昌七城万人共赞天府美

全民参与，打造新四川的音乐IP名片“天府之歌”
创作者纷纷表示：以精品奉献人民，为祖国而歌唱

天府之歌
振奋人心

四川作为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天府之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有着悠久的历史文脉，，沿袭至沿袭至
今今，，逐步形成了逐步形成了““创新创造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优雅时尚、、乐观包容乐观包容、、友善公友善公
益益””的天府文化的天府文化。。香港有香港有《《东方之珠东方之珠》、》、广西有广西有《《广西尼的广西尼的
呀呀》、》、厦门有厦门有《《鼓浪屿之波鼓浪屿之波》》……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
的成都的成都，，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天府之歌天府之歌””…………99月月1212日晚的日晚的
成都城市音乐厅成都城市音乐厅，，声声入心声声入心。。一首首广为传唱的时代经典一首首广为传唱的时代经典，，
一曲曲经全社会征集而得来的一曲曲经全社会征集而得来的““天府之歌天府之歌””优秀原创作品优秀原创作品，，
在交响乐的齐奏中在交响乐的齐奏中，，经艺术家们的倾情演绎经艺术家们的倾情演绎，，流淌成辉煌流淌成辉煌
大气的祖国赞歌大气的祖国赞歌，，也奏出了一曲美妙的也奏出了一曲美妙的““天府之歌天府之歌”。”。

全球征集活动名家邀约作品5首

《天府颂》词：易茗 曲：赵季平
《走进天府》词：咏之 曲：孟卫东
《烟火人间》词：小柯 曲：小柯
《我的名字就叫天府之国》
词：郭峰 曲：郭峰
《爱在成都等我》
词：瞿琮 曲：王富强

“听了今晚的音乐会后，大家都感到振奋人
心。”市民孙子雅听了12日晚的音乐会后，心潮澎
湃。她表示，祖国壮丽70年的发展让每个中国人
感到骄傲。“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会把对祖国
的热爱之情，带到平时的工作中去，更好地投身祖
国建设发展。”音乐会结束后，市民王先生表示，每
首歌都能唤起人们的热情，让大家在走近新时代，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焕发出无穷力量。“祝
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礼赞祖国·律动成都——‘天府之歌’推广传唱
活动”自今年五一启动以来，天府大地，歌声飞扬，不
仅街头艺人、本土艺术家争相传唱，全市各行各业的
建设者、社区的群众、在校的学生纷纷加入歌唱的阵
营，随着推广传唱活动的深入开展，“天府之歌”的优
秀作品深入人心，形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为人民
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四川省音协主席林
戈尔说，这15首“天府之歌”优秀作品，题材丰富，形
式多样，风格多元，符合人民群众审美的取向，“要检
查我们音乐人和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有多大的距
离。距离越小，认同度越高，传唱几率也越高。只有大
家把旋律留在心间，记在脑海，才能引起心灵的共
振，发出心灵之声。”

著名音乐人小柯的笔下，流淌着《因为爱情》
《北京欢迎你》等歌曲，他说这次为成都创作的词
曲《烟火人间》，花在琢磨上的时间最长，在一丝一
毫的细节中发现、寻找这个城市特别有趣的地方。
市委党校组织人事处调研员唐蓉琼也深有同感，
她表示：“《烟火人间》的歌词朗朗上口，旋律优美，

是一首很有成都味的歌。我最喜欢其中两句歌词
‘于是繁华之际是轻描淡写，一杯茶摆出一片天’
‘所以再大困难也谈笑风生，从容优雅每一天’，我
发朋友圈经常引用这两句话，我觉得形容成都闲
适又奋进的人文精神，坚强又乐观的生活态度，没
有比这两句话更入木三分的了。”

白首还乡的陈彼得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他现在最喜欢听着新人唱歌，看着新人成长。所
以，他不但为“天府之歌”创作歌曲打Call，还参与了

《幸福成都》的MV拍摄，“我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有
感触，这是年轻的音乐人韩佳男创作的，我这个成都
老作家觉得写得很棒。前不久，我在央视《经典咏流
传》演唱了一曲《成都府》，那是诗圣杜甫笔下千年前
的成都，还有赵雷的《成都》，小韩的《幸福成都》，三
个成都，穿越千年，一脉相承。”真正热爱音乐文化的
人，即使年老也会为梦想贡献自己的余力，与这个时
代同呼吸共命运。陈彼得决定重新编曲演唱《幸福成
都》，“这是一首很温和，温柔的歌，就像这座城市一
样，触动我的内心。”

《成都市建设国际音乐之都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明确了成都建设国际音乐之都，
将创作推出一批本地音乐作品。“天府之歌”优秀作
品的“传播”“传唱”“传颂”，犹如国际音乐之都建设
乐章上跳动的音符。陈彼得说：“成都打造国际音乐
之都，就需要多出好歌、出新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
代，希望年轻的作曲家写出更多歌曲，表达我们对
家乡、对祖国的热爱。”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任宏伟 摄影记者 刘海韵 王欢

10首具有国际标准、中国气派、四
川风格、成都味道的歌曲，瞿琮、赵季
平、易茗、孟卫东、小柯、郭峰等名家创
作的5首优秀音乐作品……去年12月
5日，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市文广旅
局、市文联、市广播电视台、成都传媒
集团等相关单位开展“天府之歌”全球
征集活动，创作热潮扑面而来，结出累
累硕果，从1669首歌曲中选出了15首
作品。创作者们纷纷表示，深入了解四
川、了解成都，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欲
望，更坚定了以精品奉献人民，为时代
为祖国歌唱的信心和使命感。

著名作曲家赵季平和词作家易茗
曾联袂奉献了《好汉歌》《大宅门》等脍
炙人口的歌曲，这一次两人又携手创
作了一曲大气壮丽的《天府颂》。易茗
说：“我父亲是四川西充人，母亲是广
元人，四川是我的家乡。”虽然童年时
期便离开四川，跟随家人去了北京，但
这里一直是他牵挂的地方。回到家乡，
易茗去了青城山、宽窄巷子、太古里、
武侯祠等文化地标，让他印象深刻。

“生活在成都，会有一种幸福感。深入
了解四川、了解成都，能够激发我的创
作欲望，太多成都美食美景可以写入
歌词。”易茗还告诉记者，《天府颂》的
创作只是开端，此次回家乡的所见所
感都将成为今后创作的素材和源泉。

巨巨本名巨佳雯，是一所英语培训
机构的兼职老师。巨巨创作的《享和成
都在一起》获选了，她说自己在研究生
毕业季花半个月写出这首舞曲，歌词很
动感，“歌中的关键词是‘享’，既是享受
也是分享。我想表达的是成都不仅是享
受生活，还是一个你我他相互共享的城

市，青年人成就梦想的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
从第一阶段的“天府之歌”全球征集活
动，到第二阶段的“礼赞祖国·律动成
都——‘天府之歌’推广传唱活动”，

“天府之歌”系列活动引起巨大反响。
“音乐会现场，这些歌曲引起了大家强
烈的共情和共鸣，可以看出，优秀传统
文化与时代精神交相辉映，以精品奉
献人民，为祖国歌唱，再攀文艺新高
峰，本土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成都
市音协主席马薇表示。

创作“天府之歌”
以精品奉献人民
为祖国而歌唱

“成都打造‘国际音乐之都’，
就需要多出好歌、出新人”名家作品

全球征集活动入选优秀歌曲10首

《天府》词：村夫 曲：张骁
《锦色》词：梅尔 曲：梅尔
《COME BACK TO ME》
词：苟伟 曲：苟伟
《天之府》词：魏学明 曲：杨斐
《天府四川》
词：王道银 曲：王道银
《享和成都在一起》
词：巨巨 曲：巨巨
《幸福成都》
词：刘海英 曲：韩佳男
《蜀心》词：胡琳 曲：林音
《我把四川唱给你听》
词：夏元元 曲：刘明扬
《天府之恋》词：李琪 曲：萨琪拉

优秀作品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礼赞祖国“天府之歌”音乐会演出现场

四川省2019“万人赏月诵中秋”群众文化活动崇州演出现场


